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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685                证券简称：华东重机                公告编号：2022-042 

 

无锡华东重型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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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报告的董事会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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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华东重机 股票代码 002685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变更前的股票简称（如有） 无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程锦 万红霞 

办公地址 
无锡市高浪东路 508号华发传感大厦

B 座 24楼 

无锡市高浪东路 508号华发传感大厦

B 座 24楼 

电话 0510-85627789 0510-85627789 

电子信箱 securities@hdhm.com securities@hdhm.com 

2、主要财务数据和财务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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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97,278,172.53 4,135,307,288.23 -85.5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30,392,021.06 46,794,371.81 -35.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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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

利润（元） 
28,276,905.61 44,003,668.05 -35.74%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40,007,371.89 -50,780,687.07 178.78%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302 0.0464 -34.91%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302 0.0464 -34.91%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25% 1.22% 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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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820,875,425.51 4,110,677,638.53 -7.0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2,446,624,238.61 2,414,037,494.94 1.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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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4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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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记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周文元 境内自然人 17.68% 178,177,676 133,633,257 质押 70,000,000 

翁耀根 境内自然人 7.97% 80,266,667 60,200,000 质押 36,350,000 

深圳鸿基天成投资管理有

限公司－鸿基天成优选六

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4.96% 50,000,000 0   

无锡华东重机科技集团有

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4.77% 48,035,333 0 质押 32,305,333 

无锡振杰投资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2.18% 22,000,000 0   

翁霖 境内自然人 1.39% 14,047,619 0   

王建裕 境内自然人 0.76% 7,622,400 0   

华融证券－工商银行－华

融分级固利 24号集合资

产管理计划 

其他 0.57% 5,763,688 0   

程特贤 境内自然人 0.54% 5,487,164 0   

邹忠星 境内自然人 0.46% 4,600,000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华重集团股东是翁耀根和孟正华，振杰投资股东是华重集团、孟正华及

翁杰。翁耀根和孟正华是夫妻关系，翁杰为翁耀根与孟正华之子，翁霖

是翁耀根与孟正华之女。翁耀根、翁霖、华重集团、振杰投资存在关联

关系，上述股东与其他前 10名股东之间无关联关系。除此之外，本公

司未知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明（如有） 
深圳鸿基天成投资管理有限公司－鸿基天成优选六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所持全部股份系通过证券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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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报告期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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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 10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6、在半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存续的债券情况 

□适用 不适用 

三、重要事项 

报告期公司主营业务聚焦“集装箱装卸设备”和“智能数控机床”为主的高端装备制造业务。 

1、集装箱装卸设备 

公司集装箱装卸设备（港机）主要产品有岸桥、轨道吊、轮胎吊等，主要应用于港口的集装箱船舶装卸作业、铁路

集装箱装卸、集装箱堆场的堆存和拖车装卸装箱等。公司经过多年对港口自动化设备相关技术的研发投入，系列产品已

经较为成熟且具有较强的市场竞争力，目前公司已成为国际一线集装箱码头运营商的设备供应商。 

报告期内公司港机业务平稳运行，在疫情有所反复的背景下，行业复苏推动了港机市场景气度，国内招投标量出现

一定增长，公司在手港机订单较为充足，国内外重点项目处于陆续交付之中。上半年港机业务营业收入同比增长

212.23%，其中 2019 年中标的新加坡港务集团（以下简称“PSA”）的自动化轨道式集装箱门式起重机项目的标的设备已

经全部运抵客户处，部分已经交付使用；鉴于公司港机业务的市场竞争力以及和客户良好的合作关系，公司于今年 7 月

再次中标 PSA 自动化轨道式集装箱门式起重机项目并签订销售协议，合计金额约人民币 6.36 亿元，详情见公司于 2022

年 7月 27日刊登于巨潮资讯网的《关于项目中标及签署日常经营重大合同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038）。 

2、数控机床业务 

公司全资子公司润星科技是专业从事高端智能装备的研发、制造、销售和服务的高新技术企业，主要产品包括中高

档数控机床、工业机器人、以及自动化交钥匙工程等，是我国华南地区规模最大的中高端数控机床整机制造商之一，在

消费电子细分领域处于龙头地位，智能手机、5G 通信、智能穿戴设备等市场的增长极大带动了相关型号数控机床的市场

需求，润星科技销售规模得以快速增长；除泛消费电子外，目前润星科技的产品还应用于汽车零部件、军工、模具等通

用加工领域。 

2022 年上半年，国内疫情形势出现反复，对部分产业产生明显的冲击，其中疫情较为严重的长三角、珠三角地区为

我国制造业较为集中的区域。由于疫情及相关管控，机床行业的供给和需求两侧均受到不利影响，部分下游行业出现阶

段性停产停工，机床设备的市场需求受到压缩；对于机床企业本身，疫情管控导致物流和人员流动受限，商品发货、原

材料供应和市场营销等活动均受到影响。根据中国机床工具工业协会的统计，上半年金属切削机床分行业营业收入同比

下降 8.4%，其中 4、5月份主要指标下滑幅度较大，6月份以来逐渐企稳向好。 

应对以上行业供需形势的变化，公司继续积极推进产业和客户结构的调整优化，包括非国产主流智能手机品牌代工

体系的批量供货、通用机床领域的布局等，整体订单的转化率继续提升。另外，针对部分应收账款余额较高的存量客户，

润星科技积极采取各项措施落实应收账款的回款工作，并取得了较好的成效；另外，为了维护上市公司股东的利益，对

广东润星截至 2022 年 4 月 30 日存在的四家应收账款余额较大的客户，周文元与上市公司签订协议并做出承诺，确保对

应的应收账款按照进度回收并承担兜底责任。详情见公司于 2022 年 6 月 10 日刊登于巨潮资讯网的《关于公司与周文元

签署应收账款管理相关安排的协议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034）。 

 

 

3、业绩变动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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鉴于上半年宏观经济的形势，公司港机业务的国内招标量有所恢复，公司各重点项目在上半年处于陆续交付周期；

数控机床业务方面，整个金属切削机床行业均受到疫情的不利影响，公司继续优化自身业务结构，降低经营风险。综合

以上，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5.97亿元，同比下降 85.56%，主要是由于 2021年 10月公司剥离不锈钢供应链服务板

块，本报告期合并范围减少所致，剔除该影响，公司营业收入同比增长 12.94%；报告期内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 3,039.20万元，同比下降 35.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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