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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提示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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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者应当到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等中国证监会指定媒体上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

文。 

2 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半年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

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3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会议。 

4 本半年度报告未经审计。 

5 经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不适用 

一 公司基本情况 

2.1 公司简介 

公司股票简况 

股票种类 股票上市交易所 股票简称 股票代码 变更前股票简称 

A股 上海证券交易所 中材节能 603126 不适用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黄剑锋 杨东 

电话 022-85307668 022-86341590 

办公地址 
天津市北辰区龙洲道1号北辰

大厦3号楼7层 

天津市北辰区龙洲道1号北辰

大厦3号楼7层709 

电子信箱 sinoma-ec@sinoma-ec.cn sinoma-ec@sinoma-ec.cn 

2.2 公司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

增减(%) 

总资产 4,165,845,845.97 3,852,007,480.79 8.1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资产 
1,713,600,104.80 1,747,572,275.68 -1.94 

 
本报告期 

（1-6月）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

减(%)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61,597,763.67 -44,612,565.37 238.07 

营业收入 1,146,016,997.56 1,029,494,699.39 11.3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 
8,806,331.77 46,850,398.17 -81.2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 

7,557,991.41 41,964,651.16 -81.99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 0.5027 2.7713 减少2.27个百分点 



益率（%） 

基本每股收益（元／

股） 
0.0144 0.0767 -81.23 

稀释每股收益（元／

股） 
0.0144 0.0767 -81.23 

2.3 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 股 

截止报告期末股东总数（户） 43,415 

截止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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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质押或冻结的股

份数量 

中国中材集团有限公司 
国有法

人 
50.66 309,275,786 0 无 0 

北京诚通金控投资有限公司 
国有法

人 
4.01 24,464,029 0 无 0 

北京国建易创投资有限公司 
国有法

人 
1.44 8,771,000 0 无 0 

国新投资有限公司 
国有法

人 
1.00 6,114,034 0 无 0 

朱斌 
境内自

然人 
0.29 1,800,000 0 无 0 

中材（天津）重型机械有限

公司 

国有法

人 
0.28 1,710,000 0 无 0 

朱桂连 
境内自

然人 
0.27 1,620,603 0 无 0 

王怀林 
境内自

然人 
0.19 1,135,000 0 无 0 

张文雄 
境内自

然人 
0.17 1,030,000 0 无 0 

西藏瀚天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境内非

国有法

人 

0.16 950,000 0 无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截至 2020年 6月 30日中国中材集团有限公司持有

北京国建易创投资有限公司 12.05%股权，北京国建易创

投资有限公司为中国中材集团有限公司参股公司。中国

中材集团有限公司与北京国建易创投资有限公司的实际

控制人均为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属同一实

际控制人。中材（天津）重型机械有限公司为天津水泥

工业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全资子公司，天津水泥工业设

计研究院有限公司为中国中材国际工程股份有限公司全

资子公司，中国建材股份有限公司为中国中材国际工程



股份有限公司第一大股东，中国建材集团有限公司为中

国建材股份有限公司实际控制人，因此，中国中材集团

有限公司（为中国建材集团有限公司全资子公司）与中

材（天津）重型机械有限公司属同一实际控制人。除上

述股东外，公司无法确认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

系或是否为一致行动人。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

的说明 
无 

2.4 截止报告期末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前十名优先股股东情况表 

□适用 √不适用  

2.5 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适用 √不适用  

2.6 未到期及逾期未兑付公司债情况 

□适用 √不适用  

二 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3.1 经营情况的讨论与分析 

（一）报告期内国内外市场分析 

2020年上半年，受全球新冠肺炎疫情冲击，世界经济严重衰退，产业链供应链循环受阻，国

际贸易投资萎缩，大宗商品市场动荡。我国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国内消费、投资、出口下滑，

就业压力显著加大，金融等领域风险有所积聚，但经济发展向好趋势未改变，随着供给侧结构性

改革加深，我国经济结构继续优化，传统产业升级改造速度加快，国民经济逐步实现高质量发展。 

公司作为从事节能减排的综合服务企业，经过多年发展，逐步从单一的水泥余热发电拓展到

工业节能、建筑节能和新型建材、能源综合管理领域，商业模式从单一的技术服务拓展到节能环

保工程总承包、节能环保产业投资、关键节能环保装备研发、生产和销售、新型节能墙体材料研

发、生产和销售，在市场开拓及项目管理等方面积累了丰富经验，公司规模、技术、人才、资本、

管理等各方面实力得到显著的提升，公司总体经营基础和形势较好，但发展过程中也面临诸多挑

战，如国际化发展能力及市场占有率仍需进一步提升，转型升级新业务发展尚未完全达到预期、

工程类项目成本费用控制能力和毛利率水平有待提高等。 

（二）报告期内公司经营情况回顾 

2020 年上半年，公司按照“六稳”“六保”相关要求，坚持以保促稳，稳中求进，在稳定既

有主要业务发展基础上不断推动转型升级新业务发展。坚持优化管理，提质增效，推动公司高质

量发展。报告期内，公司生产经营受到疫情等不利因素影响，但整体发展保持稳健，实现营业收



入（合并口径）114,602 万元，同比增长 11.32%，实现利润总额（合并口径）2340.87 万元，同比

减少 64.61%，主要工程项目毛利有所降低。另外，报告期内公司持有股票股价下跌，期末公允价

值降低。 

1、报告期内新签合同额同比略有下降，但合同保有量保持较高水平 

报告期内，公司新签合同额 13.58 亿元，同比减少 13.41%，但新签合同额中余热发电、新型

建材工程及技术装备项目合同额较上年同期分别增加 1 亿元、0.69 亿元。截至 2020 年 6 月 30 日，

公司整体合同保有量（新签加结转合同额）为 31.52 亿元，同比增长 8.25%，保持较高水平。 

工业节能：余热发电工程方面，技术服务市场开拓工作稳中有进，国内余热发电市场开拓保

持稳固，先后签署了铜川万吨线项目、云南金江沧源项目等工程总承包合同，同时境外市场开拓

取得新进展，签署了莫桑比克马普托等余热发电总承包项目合同。 

余热发电 BOOT/EMC项目建设及运营管理方面，努力克服疫情对项目执行的影响，全力推进菲

律宾 APO项目建设，计划 2020年底前投产发电。同时，加大新项目的跟踪推进；继续深化电站“三

精管理”提升余热电站发电能力，同时加大对低效项目处理。截至报告期末，公司在建及投入运

营发电的余热发电 BOOT/EMC 项目共 17 个，累计完成发电量 1.38 亿度，结算电量 1.29 亿度。完

成了鄂托克旗项目余热电站资产移交工作，目前正在履行项目公司注销程序。 

建筑节能及新型建材：新型建材工程及技术装备方面，武汉院努力克服新冠疫情不利影响，

复工复产后持续加强市场开拓力度并取得积极成效，新签合同额超过 3.5 亿元，较去年同期增长

39.9%；硅酸钙板新型建材产业化发展方面，节能武汉复工后按照既定计划，持续推动国内外产业

布局落实，与中材建设共同投资尼日利亚年产 500 万平米硅酸钙板生产线项目，截至本报告披露

日已经发改委和商务部备案程序。中材宜昌复工复产后迅速进入生产状态，并启动 3、4 线建设，

计划 2021 年上半年建成投产，届时产能规模将达到年产 2000 万平米基板。 

能源综合管理：生物质能、地热能等资源综合利用工程技术服务方面，土耳其鸡粪生物质发

电项目、莫桑比克电站项目克服了新冠疫情人员出入境限制等不利因素影响，报告期内项目进展

顺利；中材地热坚持一手抓防疫抗疫，力所能及地为医院等重点场所做好运维服务，一手抓市场

开拓，报告期内跟踪了雄安新区、贵州、湖北十堰、江苏沛县等多个项目，先后签订了北京市朝

阳区教育国有资产管理中心、北京科技大学附属中学等地热能供暖工程及运维服务合同。 

关键节能环保装备（锅炉）制造方面，南通锅炉克服不利影响，及时采取有效措施实现复工

复产，确保了市场开拓和生产运营工作平稳有序推进。报告期内,新签设备订单 7.3亿元，同比减

少 6.62%，但合同保有量（新签加结转）19.75 亿元，同比增长 21.45%，保持较高水平。先后被



南通市崇川区委、区政府授予“2019年度崇川区高质量发展突出贡献企业”、“2019 年度区长质量

奖”。南通锅炉还进一步加强技术研发和产业化转化，与浙江大学联合研发完成的《农林废弃物类

生物质流态化清洁高效燃烧技术及产业化》获评“2019 年国家教育部科技进步一等奖”。 

2、以防范化解企业发展重大风险为重点，扎实推进提质增效工作 

报告期内，公司结合自身情况，努力防范化解企业发展重大风险，扎实推进“三精”管理工

作，进一步提升公司整体运营和管控能力。不断完善风险管控体系，强化业务关键流程和环节的

审核把关，实现财务及合法合规风险的前置管控，形成有效制衡及纠偏机制；加强投资项目全流

程管控，前期充分调研、论证、审查，对境外投资项目可能出现的汇率等风险进行充分评估，中

期强化项目实施过程管控，后期及时总结经验教训，举一反三；扎实推进“三精”管理工作，提

升公司发展质量。持续做好低效无效资产、法人单位压减等专项工作；不断优化管理流程，提升

信息化水平，降低沟通成本；采用预算管控、集中采购、定额从严审核等措施强化采购成本管控；

制订科学合理的运营计划，降低物料消耗，提高设备利用率。 

3、从国家和企业长远发展角度出发，进一步做好技术创新和研发工作 

公司从国家及企业长远发展的角度，提高对技术研发和创新工作重要性的认识，并继续以国

家级企业技术中心建设和发展为依托，强化科研系统化管理，进一步统筹各板块业务，完善其产

品创新、技术研发的体制机制，出台了科技成果转化相关激励制度。进一步梳理公司关键核心技

术，明确重点攻关方向，持续推进 ORC 更低品位余热资源利用技术装备系统、新型墙材抄取法及

单线产能规模和设备智能自动化提升、先进大型炉排炉研发制造技术、水泥熟料生产线二氧化碳

捕集利用、城市污泥处理技术综合利用优化研究、能源综合管理信息化系统技术开发、钢铁环冷

机余热发电技术等重点技术攻关和试验项目、课题的开展。报告期内，公司及所属公司开展科研

项目 25 项，新申请专利 12 项（包含 4 项发明、8 项实用新型），获得专利授权 7 项,参与制订国

家标准 1项。 

3.2 与上一会计期间相比，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原因及其影响 

□适用 √不适用  

3.3 报告期内发生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更正金额、原因及其影响。 

□适用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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