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公司代码：601100                                公司简称：恒立液压 

 

 

 

 

 

 

 

江苏恒立液压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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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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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恒立液压 601100 恒立油缸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张小芳 周佳立 

电话 0519-86163673 0519-86163673 

办公地址 江苏省常州市武进高新区龙潜

路99号 

江苏省常州市武进高新区龙潜

路99号 

电子信箱 hlzqb@hengli.net hlzqb@hengli.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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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调整后 调整前 

总资产 9,469,182,681.36 8,426,883,642.10 8,426,883,642.10 12.37 

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净资产 

6,046,059,122.94 5,583,770,801.04 5,583,770,801.04 8.28 



 本报告期 

（1-6月）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

年同期增减(%) 调整后 调整前 

经营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量净额 

944,668,190.17 794,971,201.30 794,971,201.30 18.83 

营业收入 3,455,890,069.59 2,792,538,788.87 2,792,538,788.87 23.75 

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净利润 

986,163,161.84 670,832,661.68 670,832,661.68 47.01 

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

润 

925,876,049.96 630,895,645.82 630,895,645.82 46.76 

加权平均净资产

收益率（%） 

16.96 14.53 14.53 增加2.43个百

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

元／股） 

0.76 0.51 0.76 49.02 

稀释每股收益（

元／股） 

0.76 0.51 0.76 49.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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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4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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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常州恒屹智能装备有限公

司 

境内非

国有法

人 

37.96 495,474,869 160,694,552 无   

申诺科技(香港)有限公司 境外法

人 

18.75 244,755,000 79,380,000 无   

江苏恒立投资有限公司  境内非

国有法

人 

14.03 183,078,503 59,376,812 无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其他 10.05 131,185,165 42,546,540 未知   

交通银行－融通行业景气

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1.18 15,343,386 4,976,233 未知   

全国社保基金四零六组合 其他 1.11 14,506,034 4,704,660 未知   

澳门金融管理局－自有资

金 

其他 0.49 6,352,483 2,060,265 未知   

全国社保基金一零一组合 其他 0.46 5,952,628 1,930,582 未知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融通中国风 1号灵活配

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0.42 5,510,224 1,787,100 未知   

北京磐沣投资管理合伙企 其他 0.35 4,563,481 1,480,048 未知   



业（有限合伙）－磐沣价值

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恒屹智能、申诺科技及恒立投资同为公司实际控制人

汪立平先生、钱佩新女士及汪奇先生控制，汪奇先生系汪

立平钱佩新夫妇之子。交通银行－融通行业景气证券投资

基金、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融通中国风 1号灵活

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同属融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管

理。除以上股东之间的关联关系外，公司未知其他股东之

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知是否属于《上市公司收购管

理办法》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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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年上半年，国内市场受基建需求拉动等因素的影响，公司下游以挖掘机为代表的工程机

械行业延续增长趋势。根据中国工程机械工业协会挖掘机械分会行业统计数据显示，2020 年 1-6

月，纳入统计的 25家主机制造企业，共计销售各类挖掘机械产品 17.04万台，同比增长 24%。报

告期内公司不断进行工艺优化，降本增效，通过提升现有产能，保障产品的平稳供应，提升整体

盈利能力。国外市场由于受到全球疫情蔓延影响，以起重系列油缸产品为代表的海外业务受到较

大冲击，公司积极开拓国内新领域、新客户，使得其他非标油缸板块快速成长，报告期内非标油

缸板块收入整体略有下滑。报告期内公司共销售挖掘机专用油缸 32.95 万只，同比增长 27%，实

现销售收入 14.32亿元，同比增长 16%；销售重型装备用非标准油缸 6.42万只，实现销售收入 5.77

亿元，同比下滑 9%。 

报告期内，子公司液压科技受下游挖掘机销量持续高增长及自身市场份额提升影响，所有产

线均超负荷运转，实现销售收入 11.91亿元，同比增长 85.81%。其中，挖机主控泵阀市场份额大

幅提升，6-50T 级回转马达已为主机厂规模化配套；在非挖机领域，恒立闭式液压系统实现了在

高空作业平台领域全面批量化配套，工业泵阀系统也已在汽车吊、旋挖钻领域全面量产。公司的

液压系统产品广泛运用在盾构、冶金、观测、液压测试、发电等领域，如中国天眼 FAST液压促动

器项目、杭州、广州盾构项目、广能所二期波能发电项目等，后续将加大节能产品、一体化产品

的研发推进。在新品研发方面，液压科技成功开发了大排量工业应用泵、中大型全电控阀，目前

已交付客户装机试用。另外，液压科技还进行了大规模成本优化，包括物料标准化和国产化；同

时对生产车间的自动化和智能化进行了提升，大大提高了生产效率。 



报告期内，铸件销售出库 2.62 万吨，同比增长 45%。其中外销占比 45%，外销客户中风电、

工程机械板块增速较快。铸造二期产能利用率逐步提升，目前约为 70%左右。上半年由于疫情原

因，部分进口设备功能无法按时调试、使用，下半年随着调试人员进场，产能将进一步释放。同

时，在公司降本增效原则的指导下，公司进行工艺改善，合理分配产品产线生产任务，提升产品

的合格率，综合产品不良率同比下降 2.42个百分点。 

子公司上海立新上半年得益于工程机械板块阀件放量及国内高端液压件国产化进程加快，实

现销售收入 7,012.84万元，同比增长 12%。其中比例阀产品与上年同期相比实现翻倍增长。未来

上海立新在做好普通液压阀的同时会加大比例阀的研发力度，以此来进一步开拓注塑机、锻压、

地下工程等下游领域。另外，本报告期内大量进口零部件实现国产替代，进一步降低成本，提高

了产品毛利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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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收入准则要求首次执行该准则的累积影响数调整首次执行当年年初(即 2020 年 1 月 1 日)留存

收益及财务报表其他相关项目金额，对可比期间信息不予调整。在执行新收入准则时，本公司仅

对首次执行日尚未完成的合同的累计影响数进行调整。 

2019 年 12 月 10 日，财政部发布了《企业会计准则解释第 13 号》。本公司于 2020 年 1 月 1 日执

行该解释，对以前年度不进行追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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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