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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283                       证券简称：天润曲轴                            公告编号：2018-037 

天润曲轴股份有限公司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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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异议声明 

姓名 职务 内容和原因 

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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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润曲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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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02,637,860.38 1,339,253,868.76 34.6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156,261,954.82 134,248,311.41 16.4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的净利润（元） 
150,208,129.44 125,366,236.78 19.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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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83,808,641.70 -160,082,413.11 152.35%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4 0.12 16.67%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4 0.11 27.27%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3.93% 3.70% 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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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587,085,918.50 6,253,475,828.94 5.3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4,025,602,199.49 3,899,478,772.07 3.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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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1,2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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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52% 174,991,840 0 质押 156,483,700 

邢运波 境内自然人 12.02% 135,516,227 101,637,170   

威海金海运智

能科技中心（有

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

人 
11.26% 126,971,533 0   

刘昕 境内自然人 1.96% 22,140,000 0 质押 17,700,000 

云南国际信托

有限公司－云

信增利 23 号证

券投资单一资

金信托 

其他 1.02% 11,480,000 0   

姜静 境内自然人 0.79% 8,915,670 0   

甘鹏 境内自然人 0.63% 7,130,700 0   

孙明相 境内自然人 0.50% 5,596,486 0   

石晶波 境内自然人 0.40% 4,500,000 0   

中国太平洋人

寿保险股份有

限公司－分红-

个人分红 

其他 0.27% 3,090,000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

的说明 

（1）邢运波先生为公司实际控制人，邢运波先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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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为威海金海运智能科技中心（有

限合伙）的执行事务合伙人，持有威海金海运智能科技中心（有限合伙）0.01%股权。股

东天润联合集团有限公司和威海金海运智能科技中心（有限合伙）同属公司实际控制人邢

运波先生控制。（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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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股东甘鹏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 10,000 股，通过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

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 7,120,700 股，实际合计持有 7,130,700 股；公司股东石晶波通过普通

证券账户持有 0 股，通过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 4,500,000

股，实际合计持有 4,500,000 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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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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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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年，公司以“颠覆惯性思维，为市场而改变”为工作主题，以“打造卓越品质，实现高效制造”为工作重点，夯实基础

管理，厚植企业文化，把握新机遇，聚焦新目标，发力新起点，以新思维，新理念，新作为，从容应对行业发展新趋势和新

挑战，全力推动天润由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2018年上半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180,263.79万元，较去年同期增长34.60%，

实现利润总额19,514.42万元，较去年同期增长17.98%，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15,626.20万元，较去年同期增长

16.40%。 

公司产品结构不断优化，曲轴、连杆、铸件、锻件业务同步发展。2018年上半年，公司曲轴、连杆、铸锻件板块实现营

业收入占公司总营业收入比例分别为70%、18%、9%，其中重型发动机曲轴销量36.7万支，实现营业收入8.65亿元，较去年

同期增长24.71%；连杆销量182万支，实现营业收入3.24亿元，较去年同期增长77.02%；公司各板块助力公司业务增长，公

司实现产品多元化。 

2018年，为满足日益增长的客户各类订单需求，公司生产任务依然处于紧张状态，随着发动机国六排放标准实施日期的

临近，各大主机厂纷纷加快了国六新产品的开发和试验进程。上半年，公司先后完成了潍柴、一汽动力锡柴、东康、上柴、

上汽等主机厂共计约11个曲轴、连杆新产品项目的开发，尤其加大了新一代国六曲轴连杆以及大马力船机曲轴的开发；完成

了潍柴、上柴、上汽、戴姆勒、大通等主机厂9个锻件新产品开发；博世降成本项目3个和卡特head项目两个铸件新产品正式

启动；国贸部成功开发了新客户PSI，成功开发了1个PSI曲轴产品和3个MWM连杆产品。 

智能制造是高效生产的基础，为增强企业的市场竞争力，公司快速推进智能化建设与改造，利用信息技术将传统的制造

技术与现代信息技术、管理技术、机器人技术、自动化技术、系统工程技术等有机地结合，建立符合企业实际生产需要的智

能制造。目前，公司在建智能化生产线5条，策划完成生产线3条，正在进行策划生产线5条，其中，新建年产4.5万支重卡曲

轴智能化生产线正在进行调试，预计下半年投入运行；3条升级智能化生产线进入项目收尾阶段，预计下半年投入运行，效

率提升10％以上；届时公司重卡、乘用车曲轴及连杆产能将进一步提升，同时将更好的满足客户对高质量及高效率的要求。

智能制造系统建设方面，经过多年MES系统实际应用，目前MES系统伴随智能化快速建设进入大面积推广阶段，完成5条生

产线MES系统建设商务合同签订；产品全生命周期（PLM）管理系统，已在全公司推广应用。公司被评为“2018年度山东省

智能制造标杆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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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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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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于2018年6月5日设立威海天润智能科技有限公司、威海天润机械科技有限公司、威海天润包装科技有限公司三个全

资子公司，本期纳入合并范围。 

 

 

 

 

 

 

 

 

                                                             天润曲轴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 8 月 2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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