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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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出席董事情况 

未出席董事职务 未出席董事姓名 未出席董事的原因说明 被委托人姓名 

董事长 王创民 出差 张志德 

独立董事 王鹰 出差 常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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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原重工 600169 无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姓名 王晓东 

电话 0351-6361155 

办公地址 太原市万柏林区玉河街53号 

电子信箱 tyhi@tz.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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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397,021,159.93 31,563,400,354.26 8.9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4,185,401,637.09 4,167,218,437.54 0.44 



东的净资产 

 本报告期 

（1-6月）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

减(%)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215,751,280.77 5,675,965.66 3,701.14 

营业收入 3,606,016,739.87 2,736,697,486.50 31.7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 

18,090,272.34 5,581,571.57 224.1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 

-39,599,557.03 -21,044,456.87 -88.17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

益率（%） 

0.4333 0.13 增加0.30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

股） 

0.0071 0.0022 222.73 

稀释每股收益（元／

股） 

0.0071 0.0022 222.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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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9,7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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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原重型机械(集团)制造有

限公司 

国有法

人 

25.84 662,650,710 0 无   

太原重型机械集团有限公司 国有法

人 

7.74 198,417,015 0 无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任

公司 

未知 1.98 50,819,400 0 无   

兴业财富资产－兴业银行－

兴业国际信托－兴业信

托·恒阳 2期集合资金信托

计划 

未知 1.77 45,433,283 0 无   

山西省旅游投资控股集团有

限公司 

国家 1.28 32,723,400 0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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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85 21,796,293 0 无   

中国证券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未知 0.84 21,656,998 0 无   

河南省兆腾投资有限公司 未知 0.73 18,603,089 0 无   



嘉实基金－农业银行－嘉实

中证金融资产管理计划 

未知 0.51 12,998,800 0 无   

广发基金－农业银行－广发

中证金融资产管理计划 

未知 0.49 12,612,600 0 无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太原重型机械集团有限公司控股本公司第一大股东

太原重型机械（集团）制造有限公司，太原重型机械集

团有限公司是本公司的实际控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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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3.1 经营情况的讨论与分析 

报告期内，国内经济运行平稳，煤炭、钢铁行业供给侧结构性持续调整，但受国际贸易摩擦

影响，外部环境不稳定因素增多。在广大干部职工的共同努力下，上半年，公司运行质量进一步

提升，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36.06 亿元，同比增加 31.77%，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809.03

万元，同比增加 224.11%。  

1、持续强化重大项目、新产品、出口产品订货 

报告期内，公司先后完成中车物流轮轴、广西钢铁 400t 和 380t 铸造吊、安阳龙腾φ 114 连

轧管机组、北京中航美林 35m³挖掘机、中国天辰院非标设备、中钢设备 7.5m 顶装焦炉及中冶南

方转炉等重大项目订货，有力地支撑了公司的持续发展。天津冠盛船务 4000t 海上风电施工船、

上海波萨冬 TZ-3600KJ 双作用液压打桩锤、鞍钢鲅鱼圈 5500mm 宽厚板预矫直机、宝钢湛江 350t

转炉等一批新产品订货合同的陆续签订，有力地推动了公司产品结构调整和转型发展。出口订货

方面，俄罗斯和哈萨克斯坦车轮、俄罗斯 35m³挖掘机、马来西亚联合钢铁 200/75t铸造吊、俄罗

斯硝酸吸收塔及西门子歌美飒风机主轴等重大出口项目合同的签订，极大地推动了公司“一带一

路”的稳步前进。  

报告期内，公司新增订货 45.5亿元，比上年同期减少 15.6%。轨道交通、起重机、焦化设备、

油膜轴承与去年同期相比订货增加，新能源公司产品订货同比减少，锻造、滨海海工、工程技术

等实现均衡。 

2、新产品开发与传统产品智能化升级持续推进  

新产品开发方面，完成 550+150/20t 铸造起重机开发项目全部图纸的设计入库、工艺等技术



准备工作；TZ-3600 液压打桩锤开发项目的机械锤体、液压及电气控制系统全部完成施工设计；

TZ8000/182型海上风电机组开发项目完成了主体结构图纸入库，并完成与控制相关工况载荷计算

及部分与控制无关工况载荷计算，同时，与中交三航局技术交流，编制完成了第一版风轮整体吊

装手册。  

传统产品智能化升级方面，基本完成立恒钢铁焦炉成套设备智能化操作系统开发项目的推焦

车、地面协调系统 PLC 控制程序；无缝钢管热连轧生产线智能制造系统项目管坯准备区、热轧区

机械图纸和文件已经入库。 

3、重点产品生产组织取得良好成效  

报告期内，台塑越南河静 480/80t-21.7m铸造起重机、白鹤滩 1300/160t-30m 桥式起重机、

俄罗斯 WK-35 电铲、首钢京唐镀锌高强度汽车板专用生产线等重点产品顺利完工出产；钢轮钢锭

上半年累计产量完成 3 万多吨。  

4、提质增效工作深入推进  

2019 年是公司发展的“提质增效年”，一方面，通过设计、工艺、采购、内部制造、现场服

务等各个环节降低成本；另一方面，深入开展降库存、降应收、促回款工作，同时严格控制三项

费用和非生产性开支。  

5、基础管理进一步加强  

信息化建设方面，公司邮件系统已正式上线运行；重工门户和产品中心站点的手机版上线运

行；完成网络出口拓宽改造项目；公司网络安全进一步加强，符合等级保护二级要求。 

重大项目建设方面，风电园区建设项目厂房、办公楼已完工，设备基础除盘齿线外也已全部

完工，部分设备已陆续进厂，园区配套水暖电正在施工中；轨道完善化项目中，精锻机搬迁项目

已完工投产，实验中心项目已完工；工程机械园区整体搬迁项目总装厂房设备基础开挖，结构厂

房围墙开始砌筑，工程机械试验场垫层施工完成，折弯机基础恢复已定标，上庄园区厂房拆迁至

天津滨海立项办理完成，图纸设计完成。 

下半年，公司将继续坚定发展信心，主动担当作为，积极攻坚克难，全力以赴实现公司全年

目标，为推进太重高质量发展而努力奋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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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期会计政策变更： 

①财政部于 2019 年 4 月 30 日发布了《关于修订印发 2019 年度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通

知》（财会[2019]6 号），2018 年 6 月 15 日发布的《财政部关于修订印发 2018 年度一般企业财务

报表格式的通知》（财会[2018]15 号）同时废止。根据该通知，本公司对财务报表格式进行了以下

修订： 

资产负债表，将“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 行项目拆分为“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将“应付

票据及应付账款” 行项目拆分为“应付票据”及“应付账款”。 

本集团对可比期间的比较数据按照财会[2019]6 号文进行调整。 

财务报表格式的修订对本公司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无重大影响。 



②新金融工具准则 

财政部于 2017 年颁布了《企业会计准则第 22 号——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修订）》、《企业会

计准则第 23 号——金融资产转移（修订）》、《企业会计准则第 24 号——套期会计（修订）》及《企

业会计准则第 37 号——金融工具列报（修订）》（统称“新金融工具准则”），本公司自 2019 年 1 月

1 日起执行新金融工具准则，对会计政策相关内容进行了调整。变更后的会计政策参见附注五、

10。 

新金融工具准则要求根据管理金融资产的业务模式和金融资产的合同现金流量特征，将金融

资产划分为以下三类：（1）以摊余成本计量的金融资产；（2）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其他

综合收益的金融资产；（3）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混合合同包含的

主合同属于金融资产的，不应从该混合合同中分拆嵌入衍生工具，而应当将该混合合同作为一个

整体适用金融资产分类的相关规定。 

2019 年 1 月 1 日，本集团没有将任何金融资产或金融负债指定为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

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或金融负债，也没有撤销之前的指定。 

新金融工具准则以“预期信用损失法”替代了原金融工具准则规定的、根据实际已发生减值

损失确认减值准备的方法。“预期信用损失法”模型要求持续评估金融资产的信用风险，因此在新

金融工具准则下，本集团信用损失的确认时点早于原金融工具准则。  

本集团以预期信用损失为基础，对下列项目进行减值会计处理并确认损失准备：  

以摊余成本计量的金融资产；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其他综合收益的债权投资；  

租赁应收款； 

本集团按照新金融工具准则的规定，除某些特定情形外，对金融工具的分类和计量（含减值）

进行追溯调整，将金融工具原账面价值和在新金融工具准则施行日（即 2019 年 1 月 1 日）的新账

面价值之间的差额计入 2019 年年初留存收益或其他综合收益。同时，本集团未对比较财务报表数

据进行调整。 

于 2019 年 1 月 1 日，金融资产按照原金融工具准则和新金融工具准则的规定进行分类和计量

的结果对比如下： 



原金融工具准则 新金融工具准则 

项 目 类别 账面价值 项 目 类别 账面价值 

可供出售

金融资产 

以公允价值计

量且其变动计

入其他综合收

益（权益工具） 

9,100,545.82 

交易性金

融资产 

以公允价值计量

且其变动计入当

期损益 

 

其他权益

工具投资 

以公允价值计量

且其变动计入其

他综合收益 

9,100,545.82 

应收票据 摊余成本 769,904,985.75 

应收票据 摊余成本  

应收款项

融资 

以公允价值计量

且其变动计入其

他综合收益 

769,904,985.75 

应收账款 摊余成本 
6,625,905,742.8

0 

应收账款 摊余成本 6,625,905,742.80 

应收款项

融资 

以公允价值计量

且其变动计入其

他综合收益 

 

其他应收

款 
摊余成本 335,616,848.05 

其他流动

资产 
摊余成本  

其他应收

款 
摊余成本 332,067,958.93 

长期应收

款 
摊余成本 29,314,091.75 

长期应收

款 
摊余成本 29,314,091.75 

其他非流

动金融资

产 

以公允价值计量

且其变动计入当

期损益 

 

债权投资 摊余成本  

于 2019 年 1 月 1 日，执行新金融工具准则时金融工具分类和账面价值调节表如下： 

项 目 

调整前账面金额 

（2018年12月31

日） 

重分类 重新计量 
调整后账面金额 

（2019年1月1日） 

资产：     

应收票据 769,904,985.75 -769,904,985.75   

应收款项融资  769,904,985.75  769,904,985.75 

其他应收款 335,616,848.05  -3,548,889.12 332,067,958.93 

可供出售金融

资产 
9,100,545.82 -9,100,545.82   

其他权益工具

投资 
 9,100,545.82  9,100,545.82 

递延所得税资

产 
131,390,649.04  462,852.58 131,853,501.62 



股东权益：     

未分配利润 -319,612,600.21  -2,618,750.35 -322,231,350.56 

少数股东权益 36,560,984.70  -467,286.19 36,093,698.51 

本集团将根据原金融工具准则计量的 2018 年年末损失准备与根据新金融工具准则确定的 2019 年

年初损失准备之间的调节表列示如下： 

计量类别 
调整前账面金额 

（2018年12月31日） 
重分类 重新计量 

调整后账面金额 

（2019年1月1日） 

应收票据减值准备     

应收账款减值准备 843,039,171.89   843,039,171.89 

其他应收款减值准备 42,379,815.34  3,548,889.12 45,928,704.46 

长期应收款减值准备 762,973.25   762,973.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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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