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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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半年报的董事会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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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铁物 股票代码 000927 

股票上市证券交易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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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孟君奎 张爽 

办公地址 北京市海淀区复兴路 17 号国海广场 C 座 19 层 北京市海淀区复兴路 17 号国海广场 C 座 19 层 

电话 010-51898880 010-51898880 

电子信箱 ir927@crmsc.com.cn ir927@crmsc.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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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 2020年度实施了股权无偿划转、重大资产出售、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配套募集资金

的重大资产重组项目。2020 年 11月 13日，公司出售的全部经营性资产和负债，以及购买的

中铁物晟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100%股权、中国铁路物资天津有限公司 100%股权和北京中铁物总

贸易有限公司 100%股权，已交割实施完毕。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完成后，公司的主营业务已经

发生变更，本次交易构成非业务类型的反向购买，应按照权益性交易的原则进行处理。 

鉴于上述原因，本报告中填列的本年及上年同期财务报告数据，均为按照反向购买编制

基础编制的财务报表数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后 

营业收入（元） 28,106,355,699.80 72,696,011.44 21,243,157,264.65 32.3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575,063,032.24 388,499,734.74 413,163,586.03 39.1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

性损益的净利润（元） 
567,586,994.26 -243,057,920.82  399,345,565.49 42.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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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1,318,952,920.77 -116,672,135.75 47,380,920.97 -2883.72%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950 0.2435  0.1039 -8.57%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950 0.2435  0.1039 -8.57%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8.27% 34.77% 7.61% 增加 0.66 个百分点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

减 

调整前 调整后  

总资产（元） 30,971,425,300.04 2,189,104,377.04 24,289,599,397.49 27.5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7,310,313,142.86 -848,164,070.57 6,666,445,549.19 9.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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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3,686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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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铁物总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36.60% 2,214,495,506 2,214,495,506  - - 

芜湖长茂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人 18.10% 1,095,391,932 1,095,391,932  - - 

中国国有企业结构调整基金股份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12.07% 730,261,288 730,261,288  - - 

工银金融资产投资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6.03% 365,130,644 365,130,644  - - 

天津百利机械装备集团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5.13% 310,438,808 0  - - 

农银金融资产投资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3.02% 182,565,322 182,565,322  - - 

农银资本管理有限公司－润农瑞行三号（嘉兴）

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人 1.81% 109,539,194 109,539,194  - - 

中国铁路物资集团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1.21% 73,026,129 73,026,129  - - 

中国第一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1.05% 63,806,961 0  - - 

张百玲 境内自然人 1.00% 60,790,273 60,790,273  - - 

中央企业贫困地区产业投资基金股份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1.00% 60,790,273  60,790,273  - - 

国新投资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1.00% 60,790,273  60,790,273  - - 

国铁建信（北京）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国铁建

信定增一号私募股权投资基金 
境内非国有法人 1.00% 60,790,273  60,790,273  - -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上述股东中，中国铁路物资集团有限公司与中铁物总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存在关

联关系。公司未知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知其他股东是否属于《上

市公司股东持股变动信息披露管理办法》中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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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半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存续的债券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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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重要事项 

报告期内，公司加强风险和成本管控，积极应对钢材等大宗商品的价格波动，加强政策

研判、资源统筹，强化联动协调，不断增强轨道交通供应链集成服务能力。在保持铁路核心

业务的稳定和发展的同时，公司加大路外市场开发力度，积极开拓新的业务，新业务收入比

重不断增长，经营结构和业务布局更加优化，各项经营工作都取得了较好的成绩。报告期内，

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281.06 亿元，同比增长 32.31%，实现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5.75亿

元，同比增长 39.19%。 

1.强化服务营销和业务创新 

持续加强与核心战略客户的业务联系，提高服务水平，强化服务能力，不断增强上游资

源获取能力和下游订单承揽能力。推动创新驱动，加大经营开发力度，新设立了东北、华南

经营中心，积极拓展新区域、新领域、新产品。 

在轨道交通物资供应链管理及运维技术服务板块，公司积极开拓推进铁路用油的汽车配

送和联储业务，向核心客户提供更优质高效的服务；不断完善钢轨全寿命周期管理体系，在

废旧钢轨回收市场取得了新突破；开发了铁路局维修用进口机车轴承业务，取得了国外著名

轴承制造商和进口柴油机的全国独家授权，业务开拓卓有成效。报告期内，该板块完成营业

收入 141.62亿元，实现收入利润双增长，为公司经营不断开拓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在工程建设物资生产制造及集成服务板块，公司迅速抢抓疫情好转、需求复苏、市场回

暖的有利时机，在川藏铁路、渝昆高铁、广湛高铁、汕汕高铁、梅龙高铁等重点铁路工程，

上海地铁、广州地铁、武汉地铁、西安地铁等十余城市地铁和轨道交通等项目及多省市高速

公路、港口、码头等重大基础工程建设中取得了大量订单。从各主要经营品种销售数据来看，

上半年钢材类产品（钢轨、铁建钢材、一般钢材、机车制造原材料等）共销售 425.78万吨，

同比增长 53.77%；水泥共实现销售 281.37 万吨，同比增长 23.31%。报告期内，该板块大力

推进精益管理，降低和对冲原材料成本上涨的不利影响，实现营业收入 87.37 亿元，同比增

长 43.46%，已成为公司稳定经营效益的中坚力量，具有较强的上升势头及发展潜力。 

在一般贸易等其他业务板块，公司建立了较为成熟的市场价格研判机制，不断优化供应

策略，积极应对上半年大宗商品价格大幅波动冲击，顺势而为，业务开拓成果显著。上半年

新签销售合同 136.52亿，同比增长 258.07%，实现营业收入 52.07亿，同比大幅增长 350.04%，

已成为公司营业收入增长的新生力量。 

2.稳步推进投资并购 

通过开展投资并购，推动生产经营转型升级，补齐公司在新产品、新技术、新市场、新

业态等方面的短板，增强对产业链关键环节的掌控力，构筑面向未来的发展优势。报告期内，

公司投资 1.80 亿元分别与北京建龙重工集团有限公司下属的黑龙江建龙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和山西建龙实业有限公司成立了 2 家合资公司，通过强强联合、优势互补、互利双赢，打造

供应链综合服务平台，强化产业链上下游资源整合能力，为客户提供物流配送、仓储装卸加

工、供应链金融、大数据分析利用等全产业链增值增效服务，提升综合成本优势、增强抗风

险能力。此外，公司下属油料集团投资 0.33亿元，收购了黑龙江中铁龙禹石油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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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股权，优化加油站零售领域的布局，有利于公司进一步延伸油品业务价值链和供应链。 

3.积极稳妥推进重大项目建设 

结合行业发展政策，公司紧抓国家鼓励地方和企业以淘汰落后生产能力方式发展日产

4000 吨及以上规模新型干法水泥项目的机遇，积极稳妥推进下属中国铁路物资工业（集团）

有限公司日产 4000吨熟料生产线建设和水泥粉磨技术改造项目，按照高效节能、低碳环保建

设标准，进一步提升该领域水泥、商品熟料及混凝土产业规模和竞争优势，确保年底投产，

为未来可持续高质量发展奠定坚实基础。 

4.强化激励约束机制建设 

报告期内，公司以助推高质量发展为目标、强化正向激励为导向，从制度设计和机制创

新入手，出台所属公司业绩考核办法、负责人薪酬管理办法，完善薪酬管理与经济效益指标

联动机制，优化调整年度薪酬结构，通过分配机制改革，建立“强激励、硬约束、阳光透明”

的薪酬考核激励机制，充分调动经营主体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制订所属公司经理层成员任期

制与契约化管理实施方案，深化经营管理人员选拔任用管理制度改革，突出经营业绩、刚性

奖惩，充分激发经理层成员的活力与创造力。 

5.加强经营资金筹划和成本管理 

重组上市后，公司经营形势保持稳定良好发展态势，融资环境持续改善，银企合作不断

深化。公司不断优化融资结构，丰富融资手段，加强资金筹划，降低融资成本，以保障经营

规模持续增长和效益提升。 

同时，公司推进精益管理，强化资金、成本费用、存货周转、三项资产占用的管控，加

强“两金”压降力度；开展降成本控费用工程，加强管理费用控制，持续推进成本费用标准

化建设，通过科学有效的风险防控体系，强化业务资金管理，做到精准识别和防范业务风险，

为经营业务开发提供切实保障。 

6.切实防范各类风险 

公司制定了制度体系框架和年度制度建设计划，积极推动制度的“立改废”工作，进一

步构建防控风险的制度保障体系；完善合规管理制度，加强合规培训，推动合规文化建设；

持续优化业务管理制度，完善信息化流程，一体推进管理制度化、制度流程化、流程信息化，

精准识别和防范风险，保障业务经营质量；制定全面风险管理制度、内部控制管理制度，推

进构建公司大合规、大监督体系建设，建立培育科学有效的风险防控体系。 

7.党建工作常抓不懈 

深入贯彻落实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国资国企改革发展和

党的建设重要论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扎实开展党史学习教育，持续开展“凝心聚力党旗

红、担当作为争先锋”党建主题实践活动，推动党建工作与生产经营工作互融互促，互进双

强；纪检组织强化监督保障作用，群团组织发挥桥梁纽带作用，维护职工权益，有效激发了

全员干事创业热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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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中国铁路物资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半年度报告摘要签字盖章页） 

 

 

 

 

 

 

 

董事长：                    

廖家生 

 

中国铁路物资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1年 8月 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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