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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534                              证券简称：杭锅股份                          公告编号：2018-032 

杭州锅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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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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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杭锅股份 股票代码 0025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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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濮卫锋 鲍瑾 

办公地址 浙江省杭州市江干区大农港路 1216 号 浙江省杭州市江干区大农港路 1216 号 

电话 0571-85387519 0571-85387519 

电子信箱 boiler@mail.hz.zj.cn boiler@mail.hz.zj.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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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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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元） 1,661,511,652.37 1,789,736,552.98 -7.1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155,638,262.17 216,171,815.28 -28.0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的净利润（元） 
104,081,921.62 184,748,253.46 -43.66%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180,336,185.69 103,003,957.68 75.08%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21 0.29 -27.59%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21 0.29 -27.59%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5.14% 7.96% -2.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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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980,425,865.29 8,101,073,542.36 -1.4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3,018,081,817.07 2,981,384,142.84 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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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3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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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子电梯集团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39.00% 288,349,956 0   

金润（香港）有限公司 境外法人 21.88% 161,784,000 0   

杭州市实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13.59% 100,476,000 0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景顺长城

量化精选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1.16% 8,604,881 0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国有法人 1.01% 7,481,880 0   

吴南平 境内自然人 0.51% 3,763,000 2,822,250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景顺长城

沪深 300 指数增强型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0.45% 3,290,588 0   

颜飞龙 境内自然人 0.43% 3,182,260 0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景顺长城

量化小盘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0.33% 2,440,895 0   

陈夏鑫 境内自然人 0.32% 2,340,000 1,755,0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公司股东、公司控股股东西子电梯集团有限公司的股东陈夏鑫先

生与公司股东金润（香港）有限公司的实际控制人谢水琴女士是

夫妻关系。除此之外，公司未知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

或一致行动人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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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年上半年，国内宏观经济形势面临更加复杂多变的内外部环境，公司董事会和管理层始终围绕公

司2018年度制定的战略方针和工作计划，坚持创新驱动发展，坚持市场导向战略，并加快创新步伐，狠抓

市场拓展，提升内部管理，积极应对市场变化。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166,151万元，较上年同期下

降7.2%，实现营业利润17,913万元，较上年同期下降18.6%，实现归属于母公司的净利润 15,564 万元，较

上年同期下降28.0%。 

报告期内，公司密切关注、研究行业和产业政策发展趋势，深入挖掘潜在的市场机遇，在有效拓展国

内现有优势产品市场的基础上介入新的高效节能产品领域，从传统热电、冶金焦化、气电向城市垃圾处理、

生物质、太阳能等新能源过渡并引领市场。报告期内，公司新增订单19.24亿元，比去年同期增长26.7 %，

其中新产品订单2.93亿，比去年同期增长18.4%。 

报告期内，高参数生物质锅炉继续引领市场，模式从供货锅炉向总承包发展，实现新增订单9,603万元；

石化、化工、化纤、太阳能等新产品产业链全线开拓，研发与市场拓展持续推进，报告期内实现新增订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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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276万元；垃圾焚烧炉实现新增订单 13,694 万元；钢铁焦化市场升级改造市场占有率60%以上，实现新

增订单16,955 万元；公司自主研发并设计、制造的塔式光热发电项目熔盐吸热、换热系统已完成交货，这

是国家能源局首批光热发电示范项目之一—中控德令哈50MW太阳能光热发电项目的重要组成部分，公司

继续保持了在光热发电领域核心设备供应的先发优势。  

报告期内，公司第一个境外热电联产全厂总包项目—越南VKPC二期热电联产全厂总包项目顺利移交，

实现了从锅炉岛范围总包向全厂总包模式的跨越。亚洲首座—巴基斯坦必凯2×9HA 大型联合循环电站成

功实现商业运行，确立了公司在世界燃机余热锅炉研究领域的重要地位和海外市场的竞争优势，并为下一

步更大容量燃气轮机余热锅炉的设计和开发奠定了坚实基础。 

报告期内，公司根据未来发展战略，梳理了公司业务，受让了控股子公司浙江西子联合工程有限公司

7.6%的股权，推进了子公司一体化运营管理。公司着眼于大环保、高端制造领域相关的投资并购机会，积

极布局战略投资，进一步提升了浙江汉蓝环境科技有限公司参股比例至12.10%，进一步向污水处理行业拓

展，提升未来的综合盈利能力。 

目前西子智慧产业园一期（雏鹰创业基地）运营平稳，已有20余家科创企业入驻；产业园二期工程如

期进行，是建设以智能研发、智能制造为主的现代化智慧产业园区。园区定位以高层研发办公、生产楼为

主，配套行政服务中心、会议中心、创客中心，规模约24万方。目前二期工程已完成了大部分土建工程，

下半年将进入幕墙工程和景观设计阶段。未来园区全部建设完成后，将成为公司稳定的利润增长点和投资

发展重要平台。 

    根据未来发展战略，公司将继续推进子公司一体化运营管理，带动子公司在产业链上下游的发展，同

时进一步加强与子公司的业务协同、管理协同力度，全面提升集团化竞争力，保持集团在节能减排技术与

新能源领域的领先地位以及环保发电领域的产业链优势。未来公司在坚持主业“稳中求进”的基础上，持续

创新，丰富产品线，推动公司经营长足发展，利润稳步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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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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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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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报告期无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 

 

 

杭州锅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           

吴南平                               

     二〇一八年八月二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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