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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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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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一重 601106 中国一重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胡恩国 吴萍 

电话 0452-6810123 0452-6805591 

办公地址 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富拉尔基

区红宝石办事处厂前路9号 

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富拉尔基

区红宝石办事处厂前路9号 

电子信箱 hu.eg@cfhi.com wu.p@cfhi.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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206,180,378.89 33,093,021,169.85 9.4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资产 

11,100,501,555.71 11,046,972,464.97 0.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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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18,709,953.38 -658,582,739.96 -176.16 

营业收入 8,594,630,912.01 5,555,693,499.18 54.7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 

52,257,691.87 47,533,945.96 9.9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 

22,966,864.02 -5,227,290.79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

益率（%） 

0.4719 0.4340 增加0.0379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

股） 

0.0076 0.0069 10.14 

稀释每股收益（元／

股） 

0.0076 0.0069 1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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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7,1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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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一重集团有限公司 国有

法人 

63.88 4,380,563,888 319,782,927 质

押 

2,030,000,000 

中国证券金融股份有限

公司 

未知 1.36 93,530,344 0 未

知 

  

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

有限公司 

未知 0.46 31,644,749 0 未

知 

  

薛卓丹 未知 0.27 18,352,801 0 未

知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中证 500交易型开

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未知 0.24 16,407,400 0 未

知 

  

林富英 未知 0.23 16,027,904 0 未

知 

  

陈小毛 未知 0.23 16,000,000 0 未

知 

  

许锡龙 未知 0.22 15,206,391 0 未

知 

  

黄世鑫 未知 0.20 13,700,000 0 未

知 

  



博时基金－农业银行－

博时中证金融资产管理

计划 

未知 0.12 8,038,800 0 未

知 

  

易方达基金－农业银行

－易方达中证金融资产

管理计划 

未知 0.12 8,038,800 0 未

知 

  

大成基金－农业银行－

大成中证金融资产管理

计划 

未知 0.12 8,038,800 0 未

知 

  

广发基金－农业银行－

广发中证金融资产管理

计划 

未知 0.12 8,038,800 0 未

知 

  

中欧基金－农业银行－

中欧中证金融资产管理

计划 

未知 0.12 8,038,800 0 未

知 

  

南方基金－农业银行－

南方中证金融资产管理

计划 

未知 0.12 8,038,800 0 未

知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

说明 

公司控股股东中国一重集团有限公司与其余 14名股东之

间不存在关联关系，也不属于《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规定

的一致行动人；未知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是否属

于《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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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3.1 经营情况的讨论与分析 

2020 年以来，公司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统筹推进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

展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在公司党委、董事会的坚强领导下，广大干部职工解放思想、



攻坚克难，担当作为、团结奋进，坚持两手抓两手硬，继续保持逆势上扬态势。 

1.重点改革梯次展开。天津研发成功纳入“科改示范行动”，并完成 2 项改革任务。一重（黑

龙江）重工、专项科技公司正式挂牌成立。初步形成“超额利润分享”、项目收益分红中长期激励

方案。扎实推进提质增效和内部市场化，处置原材料及低值易耗品，完成 22 项典型产品标准成本

制定。 

2.经营订货实现攀升。上半年，先后签订了福建大东海 1780mm 热连轧机组、浙江三澳核电

厂反应堆压力容器、中金石化浆态床反应器等重要制造合同。风机轴、电站转子等批量化订单大

幅提升。有效拓展国际市场，新签订了冷轧支承辊及热轧工作辊、铸造半钢辊等供货合同，并在

国际 EPC 新能源领域取得历史性突破。 

3.生产质量持续强化。石化反应器、轧机机架、轴承座、电铲、盾构机、电站轧辊产品等一

批重点项目顺利出产。发布新版《质量管理手册》，编发了年度岗位达标工作计划等。厂内机械加

工一次检验合格率、大型锻件废品率等主要质量目标优于考核值。 

4.科技创新成果涌现。制发《科研项目管理实施细则》，完成年度科研精准立项和科研项目负

责人公开竞聘，积极申报国家项目 4 项。自主研发设计的首钢京唐不锈钢复合钢卷撕分精抛线完

成热负荷试车，填补了国内技术空白。百万千瓦级核反应堆压力容器研制与应用、核电常规岛整

锻低压转子锻件研制分获第七届全国电力行业技术类特等奖和一等奖。上半年专利申报 51 项，其

中发明专利 30 项，2 项劳模创新成果喜获国家专利。 

5.新业务稳步拓展。加快拓展风机轴批量化产品市场。秸秆综合利用项目完成了设备主机设

计方案和部分施工设计方案，确定了中试场地建设方案。风电项目完成一重上电新能源公司设立

及项目申报，确定了风电主机总装场地。 

6.党的建设扎实有效。开展“党建巩固深化年”专项行动，扎实推动基层党组织标准化、规范

化建设。制定了《关于发挥劳模创新工作室作用的指导意见》《“五个百万”职工劳动和技能竞赛行

动方案》。扎实开展解放思想“三讲三不讲”主题实践活动，召开 8 场年轻优秀骨干人才座谈会，评

选公司级大国工匠 2 人、首席技术专家 7 人。严肃执纪问责，对党组织开展了巡视巡察工作，同

时对指尖上的形式主义进行了集中整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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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具体参见第十节财务报告五、重要会计政策及会计估计 44. 重要会计政策及会计估计的变

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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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