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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0856                           证券简称：冀东装备                           公告编号：2018-060 

唐山冀东装备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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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冀东装备 股票代码 0008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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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福生 — 

办公地址 河北省唐山市路北区大庆道 1 号 — 

电话 0315-8216998 — 

电子信箱 tsjdzbgc@12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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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04,448,112.61 876,991,660.56 -8.2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20,802,088.58 4,908,417.56 323.8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的净利润（元） 
20,467,727.24 4,818,151.86 324.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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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70,000,852.16 -61,322,935.24 -14.15%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9 0.02 350.00%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9 0.02 350.0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6.83% 1.66% 5.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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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08,225,146.25 1,826,176,731.14 -0.9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314,860,365.54 294,041,408.04 7.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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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3,6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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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冀东发展集团

有限责任公司 
国有法人 30.00% 68,099,999 0   

唐山国有资本

运营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5.54% 12,578,422 0 质押 6,289,211 

王全妹 境内自然人 2.19% 4,981,735 0   

中央汇金资产

管理有限责任

公司 

国有法人 0.41% 937,500 0   

#李才华 境内自然人 0.40% 900,000 0   

香港中央结算

有限公司 
境外法人 0.38% 862,800 0   

詹志敏 境内自然人 0.21% 467,700 0   

孙丽英 境内自然人 0.20% 465,000 0   

刘子昂 境内自然人 0.20% 448,520 0   

李文良 境内自然人 0.19% 440,500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

的说明 

公司控股股东冀东集团与其他股东间不属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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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未知上述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者属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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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东李才华通过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份 900,000 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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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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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期内，公司牢固树立创新、协调、绿色的发展理念，充分发挥自身优势，进一步整合资源、增强合力，持续做实做强做

优，研发适合自身特点的装备制造产品，努力开拓内外部市场，增强企业核心竞争力。 

（一）2018年上半年主要经营指标完成情况 

公司实现营业收入80,444.81万元；归属于母公司股东净利润2,080.21万元，同比增长323.80%；基本每股收益0.09元，归属

于母公司所有者的每股净资产1.39元；净资产收益率6.83%。 

（二）上半年主要经营管理情况 

1、加大科技创新，强化技术优势，增强企业核心竞争力 

2018年上半年，加强高精尖产品的技术研发，加强产、学、研结合，加快产品研发进程，取得《露天采矿机》等国家实用新

型专利授权11项。机械产品方面完成了新一代JLT篦冷机的研发设计，使水泥熟料输送能力和冷却效率大幅改善。电气产品

方面开发了2600KW永磁直驱电机系统，成功替代异步电机+减速机，降低了系统电耗。铸件产品方面，试制完成金属陶瓷复

合辊套、助力器壳体及飞轮壳等汽车配件。 

2、强化运营管控，提升服务品质 

2018年上半年，公司加强内部管控，对企业盈利能力，现金流，采购经营及经济活动进行过程跟踪。强化应收账款考核，加

大清收力度。实施人才战略，引进、培养适应企业发展所需的人才，支撑公司发展。加强干部队伍建设，打造和谐团队，全

面提升人力资源管理水平。 

在提升服务品质方面，2018年上半年，盾石建筑取得机电工程施工总承包一级资质，机电公司在做精备件、技术服务、云仓

储等业务基础上，在业务模式上扩展区域代理模式，提升为客户服务的品质。 

3、市场开拓情况取得进展 

公司在继续做实水泥行业维修和备件市场的同时，加快水泥行业外的市场开拓。公司着力推动传统产业向中高端迈进，进一

步做精、做强、做大传统优势业务，巩固企业发展基础。提高系统解决问题的能力，为客户提供包括安装、土建、技改等系

统解决方案。 

曹妃甸热加工在金属基复合陶瓷辊套试制完成的同时，消失模工艺制作飞轮壳体铸件、助力器壳体铸件等汽车配件取得成功。

威克莱公司在传统业务上继续深挖原有客户资源，开拓耐磨板、焊材等相关业务。盾石电气加大永磁电机直驱系统的市场推

广，逐步形成系列化、规模化、产业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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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财政部关于印发修订〈企业会计准则第22号——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的通知》（以下简称“会计准则22号（修订）”） 

(财会[2017]7号)，《财政部关于印发修订〈企业会计准则第23号——金融资产转移〉的通知》(财会[2017]8号)，《财政部关

于 印发修订〈企业会计准则第24号——套期会计〉的通知》(财会[2017]9号)，《财政部关于印发修订〈企业会计准则第37

号—— 金融工具列报〉的通知》(财会[2017]14号)，《财政部关于修订印发〈企业会计准则第14号——收入〉的通知》 (财

会[2017]22 号)要求，经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及第六届监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本公司在2018年1月1日开始 施

行以上新准则。  

本公司自2018年1月1日起执行“会计准则22号（修订）”，对金融资产采用下列会计政策。 本公司按照预期信用损失修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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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收账款及其他应收款的坏账准备计提比例。损失率是本公司基于历史数据的经验分析、以及当前和未来经济状况和信用风

险特征对历史数据影响的调整评估后，确定的本公司金融资产存续期内可能发生的信用损失水平，该比率将根据经济环境和

经验数据的积累定期评估与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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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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