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河北宣化工程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1 

证券代码：000923                           证券简称：河北宣工                           公告编号：2019-42 

河北宣化工程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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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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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河北宣工 股票代码 0009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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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赵青松 贾斌、郑增炎 

办公地址 河北省石家庄市体育南大街 385 号 河北省石家庄市体育南大街 385 号 

电话 0311-66500923 0311-66500923 

电子信箱 xgdsb@sina.com xgdsb@sina.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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溯调整或重述原因 

会计政策变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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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56,942,083.44 2,311,527,138.58 2,311,527,138.58 14.9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225,884,552.52 57,601,086.91 57,601,086.91 292.1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的净利润（元） 

224,242,806.67 53,452,177.99 53,452,177.99 319.52%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792,263,106.86 303,846,340.21 303,846,340.21 160.74%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346 0.088 0.088 293.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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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346 0.088 0.088 293.18%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3.49% 0.87% 0.87% 2.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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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调整后 

总资产（元） 13,029,962,795.17 12,383,360,722.04 12,383,360,722.04 5.2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6,671,741,212.74 6,354,098,889.31 6,354,098,889.31 5.00% 

会计政策变更的原因及会计差错更正的情况 

2017 年，财政部颁布了修订的《企业会计准则第 14 号——收入》（简称“新收入准则”）、《企业会计准则第 22 号——金融工

具确认和计量》、《企业会计准则第 23 号——金融资产转移》、《企业会计准则第 24 号——套期保值》以及《企业会计准则第

37 号——金融工具列报》（统称“新金融工具准则”）。根据准则有关规定，公司自 2019 年首次执行新金融工具准则。经公司
第六届第七次董事会决议通过，本公司按照财政部的要求时间于 2019 年 1 月 1 日开始执行新金融工具准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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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4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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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河钢集团有限
公司 

国有法人 23.81% 155,410,632 151,414,333   

河北宣工机械
发展有限责任

公司 

国有法人 10.78% 70,369,667    

天津物产进出
口贸易有限公

司 

国有法人 9.58% 62,501,139 62,501,139 质押 62,499,000 

余斌 境内自然人 6.03% 39,370,078 39,370,078 质押 39,370,078 

林丽娜 境内自然人 6.03% 39,370,078 39,370,078 质押 39,370,000 

中国长城资产

管理股份有限
公司 

国有法人 6.03% 39,370,078 39,370,078   

国泰君安君享
宣工集合资产

管理计划 

其他 5.43% 35,433,070 35,433,070   

新余市诺鸿天

祺投资中心(有
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

人 
4.31% 28,154,155 27,559,055 质押 28,106,713 

长天(辽宁)实业

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3.80% 24,827,607 24,827,607 质押 24,827,607 

北信瑞丰点石 3

号资产管理计
划 

其他 3.62% 23,622,047 23,622,047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

的说明 

上述股东中，河钢集团与宣工发展存在关联关系，为一致行动人，公司未知其他股东是否

存在关联关系，是否属于一致行动人。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

明（如有）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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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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告期，实现营业收入26.57亿元，利润总额5.51亿元，归属于母公司的净利润2.26亿元，较上年度分别增长15%，326%

和292%。 

报告期内，受巴西矿难、澳大利亚飓风多种因素影响，全球铁矿石供给有所下降；同时需求端由于国内钢材产量续创新
高，使铁矿石价格明显上涨，推动公司业绩大幅提高。而铜矿仍处于一期临近闭坑而二期建设尚未达产阶段，现阶段铜产品

产量较低，待铜二期逐渐投产后方能产生丰厚收益。由于机械产品盈利能力不足，公司机械板块主营依然处于亏损状态。 

公司矿业板块报告期内，随着募集资金的到位，为铜二期项目建设提供了稳固的资金保障。期内，与铜二期配套新建铜

浮选厂竣工验收，铜冶炼厂改造项目推向深入，预计在2020年初投入运行，在本次升级改造过程中，公司选派优秀技术人员

参与建设，对新技术、新工艺的应用进行系统培训；同时加大稳定生产管理力度，制定详细设备维护和应急检修预案，积极

发挥职工干部主观能动性，弥补设备条件的客观不足。蛭石生产和销售继续保持良好，为公司提供稳定现金流。最主要的磁

铁矿产品，在提高生产能力和发运量的同时，由于前述铁矿石价格高位运行，在铜矿产量下降的同时为公司业绩大幅增长贡
献了积极因素。 

公司机械板块报告期内，重点围绕着“产品结构和用户结构”再优化，大力推进市场化改革和转型发展，以期扭转不利局
面。 

一是深化机制体制改革。为快速推动各业务板块实现产业化、规模化发展，公司进一步加大改革力度。各事业部独立参

与市场竞争，逐步实现自负盈亏和自我发展。结合着市场化改革，公司对部分管理人员进行公开竞聘，逐步打破传统用人机

制。 

二是打造高端差异化产品。为摆脱同质化竞争，公司加快产品结构调整步伐，重点打造了卡特技术SD系列静液压传动
推土机，提升市场竞争力。近年来，中马力产品占到推土机市场总量的60%以上，因此公司研发部门紧贴市场需求，研发出

了170马力SD6K推土机，填补了公司中马力静液压产品空白，对公司推土机转型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三是加快转型发展步伐。公司积极打造工程机械冶金装备零部件、冰雪装备等新产业，打造转型发展新亮点。公司紧抓

京张联合承办冬奥带来的历史契机，在国内率先研制出第一台中功率压雪机SG400。在前期雪场验证的基础上，公司对整个

系统进行了完善，并制定申报了《压雪机省级地方标准》，计划于今年年底推向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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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报告期无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 

 

 

 

 

 

 

 

 

 

 

 

 

 

 

 

 

 

 

 

 

 

 

 

 

河北宣化工程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董事长：刘键  

二〇一九年八月二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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