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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283                            证券简称：天润工业                          公告编号：2020-054 

天润工业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一、重要提示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规划，投资者应当到证监会指

定媒体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文。 

除下列董事外，其他董事亲自出席了审议本次半年报的董事会会议 

未亲自出席董事姓名 未亲自出席董事职务 未亲自出席会议原因 被委托人姓名 

非标准审计意见提示 

□ 适用 √ 不适用  

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普通股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计划不派发现金红利，不送红股，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优先股利润分配预案 

□ 适用 √ 不适用  

二、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天润工业 股票代码 002283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刘立 冯春 

办公地址 山东省威海市文登区天润路 2-13 号 山东省威海市文登区天润路 2-13 号 

电话 0631-8982313 0631-8982313 

电子信箱 liuli@tianrun.com chfeng@tianrun.com 

2、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元） 2,004,554,793.35 1,875,839,433.98 6.8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205,289,749.77 177,992,563.00 15.3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的净利润（元） 
199,351,618.64 181,023,124.69 10.12%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144,287,617.10 400,631,608.88 -63.98%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8 0.16 12.50%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8 0.16 12.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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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4.40% 4.13% 0.27%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

减 

总资产（元） 7,391,554,794.24 6,817,874,489.51 8.4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4,719,460,106.42 4,570,714,429.25 3.25%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46,312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

股股东总数（如有） 
0 

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件的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天润联合集团

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15.51% 174,991,840 0 质押 134,991,840 

邢运波 境内自然人 12.02% 135,528,925 101,646,694   

刘昕 境内自然人 2.98% 33,620,000 0   

孙海涛 境内自然人 2.15% 24,214,246 18,160,684 质押 5,000,000 

天润工业技术

股份有限公司

回购专用证券

账户 

境内非国有法

人 
1.45% 16,368,988 0   

郇心泽 境内自然人 1.31% 14,825,049 0   

于作水 境内自然人 1.31% 14,825,049 0   

曲源泉 境内自然人 1.31% 14,825,049 0 质押 14,000,000 

洪君 境内自然人 1.31% 14,825,049 0 质押 14,000,000 

交通银行－融

通行业景气证

券投资基金 

其他 1.07% 12,100,000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

的说明 

（1）邢运波为公司董事长、实际控制人，邢运波担任天润联合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法

定代表人，持有天润联合集团有限公司 51.63%股权；孙海涛为公司副董事长，孙海涛担任

天润联合集团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持有天润联合集团有限公司 9.22%股权；郇心泽担

任天润联合集团有限公司董事，持有天润联合集团有限公司 5.65%股权；于作水担任天润

联合集团有限公司董事，持有天润联合集团有限公司 5.65%股权；曲源泉担任天润联合集

团有限公司董事，持有天润联合集团有限公司 5.65%股权；洪君持有天润联合集团有限公

司 5.65%股权；（2）天润联合集团有限公司、邢运波、孙海涛、郇心泽、于作水、曲源泉、

洪君为一致行动人。（3）除上述情况外，公司未知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是否

属于《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

明（如有） 

公司股东刘昕通过普通账户持有 0 股，通过长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

账户持有 33,620,000 股，实际合计持有 33,620,000 股。 

4、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控股股东报告期内变更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控股股东未发生变更。 

实际控制人报告期内变更 

□ 适用 √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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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报告期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更。 

5、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 10 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6、公司债券情况 

公司是否存在公开发行并在证券交易所上市，且在半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未到期或到期未能全额兑付的公司债券 

否 

三、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1、报告期经营情况简介 

公司是否需要遵守特殊行业的披露要求 

否 

2020年，在公司党委、董事会的坚强领导下，董事长提出的严细管理、激励机制、PDCA三大管理主题为基础，以“改

变成就未来”为工作主题，以“刚性执行标准管理，全面推进智能制造”为管理核心，以“市场开发方式改变，质量管控模式改

变，智能制造方式改变，精益生产模式改变，管理支撑方式改变，科学创新模式改变”为管理重点，全公司推行刚性执行标

准管理，全力打造全数字化运营的智慧工厂，整洁环保的绿色工厂，质量水平一流的世界级工厂和管理体系健全的卓越工厂，

以高效的TRPS体系，构建世界一流的国际化企业。2020年上半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200,455.48万元，较去年同期增长6.86%，

实现营业利润24,615.81万元，较去年同期增长8.42%，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20,528.97万元，较去年同期增长

15.34%。 

（一）公司主营业务情况 

公司产品结构不断优化，曲轴、连杆、铸件、锻件业务同步发展。2020年上半年，公司曲轴板块实现营业收入13.04亿

元、连杆板块实现营业收入4.78亿元、毛坯及铸锻件板块实现营业收入1.52亿元，公司曲轴板块、连杆板块、毛坯及铸锻件

板块实现营业收入占公司营业收入比例分别为65%、24%、8%；其中，重型发动机曲轴销量37.84万支，实现营业收入9.25

亿元，较去年同期增长7.5%；中型发动机曲轴销量6.6万支，实现营业收入1.04亿元，较去年同期下降2.28%；轻型发动机曲

轴销量26.14万支，实现营业收入2.10亿元，较去年同期下降0.79%；船机曲轴实现营业收入0.33亿元，较去年同期增长10.70%。

连杆销量278.54万支，实现营业收入4.78亿元，较去年同期增长23.15%。 

2020年上半年，公司出口业务实现营业收入14,652.26万元，较去年同期减少25.67%，主要是受疫情影响导致出口业务

减少所致。 

（二）市场开拓及新产品开发情况 

上半年，公司成功开发玉柴联合动力、淄博翔宇、邦飞利传动设备（上海）有限公司、山东豪达汽车配件有限公司、滨

州渤海活塞有限公司5家新客户。完成潍柴、北康、柳康、锡柴、三一动力等主机厂70个曲轴新产品的试制，其中7个产品进

入量产，其余63个产品处于样件阶段、PPAP阶段；玉柴、柳康、三一动力、潍柴动力、扬柴等主机厂19个连杆新产品的开

发工作，其中4个完成客户PPAP批准；康明斯、重汽、潍柴动力等45个锻件新产品，其中29个新产品完成样件生产并按期交

付，余16个产品处于正常开发中；邦飞利、重汽等主机厂31个外销铸件产品的开发试制。 

（三）智能制造推进情况 

2020年上半年，公司智能制造推进工作按年度计划有序开展，其中生产线自动化改造方面已改造贯通6条生产线；自动

化去除毛刺机器人单元已完成3种样机的制造和验证，智慧工厂建设情况正在按计划稳步实施。 

（四）技术创新和持续改进情况 

2020年上半年，公司紧紧围绕产品、材料、工艺、效率四方面开展创新，在产品创新方面开展了汽车零部件轻量化研究、

连杆小头无衬套加工技术研究；在材料创新方面开展曲轴材料加工性研究、材料性能研究、汽车零部件以铁代钢研究；在工

艺创新方面开展了锻造毛坯的一致性研究、连杆毛坯无飞边锻造研究、提升锻造材料利用率研究、国六曲轴可靠性研究；在

效率创新方面开展了精磨提效、自动化生产线无缝换产等研究。2020年上半年已完成技术创新项目3项，持续改进项目1000

多项；申请国家专利16项，其中发明专利6项，实用新型专利10项。 

(五)第二主业-汽车空气悬架业务开发情况 

根据公司长期战略规划及经营发展需要，在经过充分的市场考察调研后，公司将汽车底盘减振系统的空气悬架业务作为

公司第二主业。 

2020年5月，公司设立天润智能控制系统集成有限公司开展汽车空气悬架业务，该业务开发步骤：以商用车为先行，乘

用车及轻型卡车同步开发的原则进行有序推进。项目整体定位为：以汽车空气悬架系统整体设计为主，关键结构件自制，提

供系统集成服务方案，满足国内市场需求，达到国际同类产品标准。2020年下半年，主要进行试验设备及生产设备采购、调

试、安装；根据客户需求设计开发相关产品；同步进行市场开发。计划年内实现样件交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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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1）与上一会计期间财务报告相比，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 

（2）报告期内发生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 

（3）与上一会计期间财务报告相比，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在2020年新设立子公司：天润智能控制系统集成有限公司。 

 

 

 

天润工业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8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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