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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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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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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信重工 601608 无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梁慧 苏伟、陈晓童 

电话 037964088999 037964088999 

办公地址 河南省洛阳市涧西区建设路

206号 

河南省洛阳市涧西区建设路

206号 

电子信箱 citic_hic@citic.com citic_hic@citic.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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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805,208,136.32 20,763,826,870.42 0.2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资产 

7,304,298,029.86 7,164,589,012.88 1.95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



（1-6月） 减(%)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234,738,803.02 19,374,463.11 1,111.59 

营业收入 2,687,219,886.66 2,433,682,242.44 10.4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 

168,941,965.64 95,187,311.77 77.4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 

109,765,924.12 2,137,772.58 5,034.59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

益率（%） 

2.33 1.32 增加1.01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

股） 

0.0389 0.0219 77.63 

稀释每股收益（元／

股） 

0.0389 0.0219 77.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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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4,3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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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中信有限公司 国有法

人 

60.49 2,624,901,147 0 无   

中信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国有法

人 

4.52 196,280,565 0 无   

中信汽车有限责任公司 国有法

人 

2.26 98,140,282 0 质押 98,140,282 

中国证券金融股份有限公

司 

未知 1.54 66,610,197 0 无   

洛阳城市发展投资集团有

限公司 

国有法

人 

1.43 61,841,708 0 无   

中国黄金集团资产管理有

限公司 

国有法

人 

1.03 44,486,486 0 无   

上海证大资产管理有限公

司－证大牡丹科创 2号私

募证券投资基金 

未知 0.83 36,000,000 0 无   

许开成 境内自

然人 

0.80 34,800,051 0 无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

任公司 

国有法

人 

0.54 23,539,650 0 无   

高晓东 未知 0.36 15,775,975 0 无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

明 

前 10名股东中，中信投资控股有限公司和中信汽车有

限责任公司系中国中信有限公司全资子公司，公司不知其

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人情况。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

量的说明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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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债券名称 简称 代码 发行日 到期日 债券余额 利率（%） 

中信重工机械

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公司债

券（第一期） 

12重工 02 122221 2013 年 1

月 25日 

2020 年 1

月 25日 

126,244,766.86 5.20 

“12重工 02”公司债券于 2020年 1月 25日到期，按期支付。公司于 2020 年 1月 15日发布

了《中信重工公司债券“12 重工 02”2020 年本息兑付和摘牌公告》，并于 2020 年 2 月 3 日（原

公告本息兑付及债券摘牌日期为 2020年 1月 31日，因国家延长假期，兑付及摘牌日期顺延至 2020

年 2月 3日）完成“12重工 02”公司债券的兑付和摘牌。 

 

反映发行人偿债能力的指标： 

√适用 □不适用  

主要指标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资产负债率 63.29   63.93   

 本报告期（1-6月） 上年同期 

EBITDA利息保障倍数 3.29   2.73   

 

关于逾期债项的说明 

□适用 √不适用  

 

三 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3.1 经营情况的讨论与分析 

近年来，中信重工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贯彻落实新发展理念，坚

持谋定而后动，保持发展定力，确立了“核心制造+综合服务”商业模式。坚持坚定不移深化改革，



始终坚持创新驱动，实施了一系列战略性、结构性、突破性的资源优化重组，构建起“5+1”产业

板块、技术创新体系和“小总部、强总部”管控体系。 

报告期内，面对突如其来的新冠疫情，公司统筹推进疫情防控和生产经营，坚持“两手抓、

两手硬”，认真落实四项重点工作；将保护职工的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放在第一位，实现了零感染、

零疑似；采取符合企业自身特色的精准应对措施，实现了核心经营指标逆势增长。 

1.坚持发展主基调，稳中求进，核心指标逆势增长 

2020 年上半年，公司将全面预算、创收创效、重大专项、降本增效作为全年重点工作,狠抓

落实，务求实效。面对疫情冲击，公司扎实推进“保市场订货、稳产业发展，保供应链畅通、稳

连续生产，保现金流、稳企业运转，保重点项目、稳市场预期，保全面预算、谋转型发展”“六

稳”“六保”工作，实现了疫情防控工作的科学有效和生产经营工作的平稳有序 

报告期内，公司营业收入、归母净利润、新增生效订货、现金流等核心指标实现逆势增长。

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26.87亿元，同比增长 10.42%；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69亿元，

同比增长 77.48%；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1.1 亿元，同比增长

5,034.59%；新增生效订单 56.52亿元，同比增长 48%；实现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为 2.35

亿元，同比增长 1,111.59%。公司经营质量稳中有进、进中有升。 

2.增强创新主引擎，强化引领，激发创新活力 

2020年是公司科技创新强化年。报告期内，公司围绕积极践行国家战略、突破“卡脖子”关

键核心技术为目标，确定了 2020 年重大科研专项和工匠创新专题，聘任了 2020 年度首席专家等

四层次技术人才；悬臂式硬岩掘进机成功下线，实现国产替代进口；高压辊磨机终粉磨系统技术

工艺装备实现重大突破，成功进入钢渣制粉新领域；参与国家煤炭行业标准的起草工作，为推动

煤矿行业转型升级和智能化建设贡献力量。凭借矿用磨机卓越表现，公司再次荣膺国家“制造业

单项冠军示范企业”。公司 1200t/d活性石灰成套装备成功入选 2019年度河南省装备制造业十大

标志性高端装备；公司 PXZ54-75 旋回破碎机、Φ 5.2×74m 回转窑、3500mm 中厚板轧机 3 项产品

被认定为 2020年第一批河南省首台（套）重大技术装备；河南省科技重大专项“特种消防机器人”

项目顺利通过验收；公司荣获“2018-2019 年度中国航天突出贡献供应商”荣誉称号；启动了技

术骨干服务基层活动，并取得了初步成效；推动设计工艺降本，成效显著。 

3.巩固产业主阵地，板块化经营深入推进 

公司坚守先进装备制造业的发展定位，以做优做精做强做大为目标，致力发展重大装备、机

器人及智能装备、高技术（JM融合）三大领域，构建“5+1”产业板块。 



报告期内，公司各产业板块稳步发展，累计新增生效订单 56.52 亿元，同比增长 48%。成功

签订塔牌二期一揽子主机设备合同、海螺集团签订系列水泥主机备件合同、紫金矿业塞尔维亚项

目系列合同、江苏金峰水泥矿渣立磨合同、中电投海上风电管桩等一批重点项目；先后与广东塔

牌、溧阳金峰等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加深了双方在备件、维保服务等制造业服务业业务上的合作；

成功锻造出中国核电 600MW 霞浦示范快堆工程核心关键件——直径 5.8m管板锻件；签订福建安砂

EPC 总包项目，总包的国内石灰行业规模最大的单个活性石灰成套项目--山东日照华生 4×1000

吨石灰项目顺利达产达标。自主研发的国内功率最大的 30MW高转速高效汽轮机实现 11台套订货，

顺利打开了高转速高效汽轮发电市场新局面。 

4.拓展新产业、新动能，产业化发展成效逐渐显现 

报告期内，公司新产业快速发展，成效突出。漳州公司注册成立，并全面投产，海上风电项

目累计订单 9.21亿元,海上风电产业快速发展。以悬臂式硬岩掘进机、城市地下空间竖井掘进机、

液压打桩锤、嵌岩桩钻机为代表的公司新“四大机”产业化稳步推进。顺利召开了中信成像工业

CT技术发展研讨会，完成《中信成像公司技术发展规划》《中信成像公司产业发展规划》，以铝合

金轮毂 DR在线检测系统、重型桨叶检测定制化工业 CT系统、兆伏级高能量工业锥束 CT系统为代

表的工业 CT产业化发展扎实推进。深入推进超级电容及脉冲电源系统的研发制造，某电源系统成

功交付用户。公司消防机器人相继列装通辽、漳州市消防部队；自主研发的煤矿巡检机器人在甘

肃某大型矿井正式投用，巡检机器人在煤炭行业取得新突破；成功研制出防疫喷雾消毒机器人等

防疫产品，以实际行动支援疫情防控。 

5.持续深化改革，务实精准，激发改革动力。 

报告期内，公司继续坚持贯彻落实中央国企改革精神，围绕两个“一以贯之”和成为“六种

力量”，坚持问题导向、结果导向，全面贯彻落实战略管控、绩效管理、人事制度、巡察制度等一

系列改革举措。继续深化创新、人才、机制建设，实施“三大工程”，以专项系统化改革赢取发展。

继续推动“小总部、强总部”和“放管服”改革，精简总部机构及审批事项，加强总部战略性引

领、集团化管控、平台化服务“三大平台”建设，完善公司治理体系。持续强化全面预算管理，

推动建立科学高效的全面预算管理模式。深化薪酬激励机制改革，建立为岗位付薪、为能力付薪、

为业绩付薪的薪酬理念和薪酬考评体系。通过持续改革，进一步夯实了公司的发展动力、产业格

局、管理体制、市场化竞争、机制等问题，激发了积极性，不断释放出改革的蓬勃活力。 

报告期内，围绕“坚持问题导向、推进成本精益管理、提升核心竞争力”主题，公司开展了

第十六次群策群力活动，着力加强精细化管理，提升企业效率和运行质量。围绕“只做核心的、



只做擅长的、只做盈利的”，谋划优化公司生产力布局。精心策划、统筹推进公司“十四五”发展

规划编制工作。 

6.统筹抓好疫情防控与生产经营 

报告期内，公司党委突出党建引领和组织保障，严格落实中央、省市和集团疫情防控要求，

统筹疫情防控和生产经营；第一时间设立 300万元疫情防控专项资金,积极筹措防疫物资；先后制

定、下发近 30 项疫情防控通知规定；及时抽调骨干、组织志愿者做好疫情防控工作。公司、下属

各子公司及海外机构均保持零报告、零疑似、零确诊；成功研制出防疫喷雾消毒机器人、测温通

过式安检门、新型“洛康码”核验终端等防疫产品；公司及下属子公司累计捐赠资金 142.84万元，

以实际行动彰显企业责任担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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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