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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523                            证券简称：天桥起重                           公告编号：2020-026 

株洲天桥起重机股份有限公司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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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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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桥起重 股票代码 0025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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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范文生 段丽媛 

办公地址 湖南省株洲市石峰区田心北门 湖南省株洲市石峰区田心北门 

电话 0731-22504007 0731-22504022 

电子信箱 sid@tqcc.cn sid@tqcc.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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元） 464,829,164.02 498,600,990.29 -6.7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24,780,821.30 38,538,178.75 -35.7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的净利润（元） 
20,559,757.63 18,438,243.18 11.51%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55,387,549.52 -27,067,717.90 -104.63%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2 0.03 -33.33%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2 0.03 -33.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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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16% 1.83% -0.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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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879,687,903.53 3,636,886,662.67 6.6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2,103,831,520.30 2,117,570,971.06 -0.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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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574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

的优先股股东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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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株洲市国有资产投资控

股集团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24.08% 341,071,926 0   

中车产业投资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5.00% 70,832,040 0   

中铝国际工程股份有限

公司 
国有法人 3.80% 53,866,933 0   

华电电力科学研究院有

限公司 
国有法人 3.33% 47,144,362 0   

张素芬 境内自然人 1.95% 27,600,000 0   

成固平 境内自然人 1.92% 27,244,373 0   

邓乐安 境内自然人 1.62% 22,889,464 0 质押 5,700,000 

范洪泉 境内自然人 1.45% 20,496,823 0 质押 14,750,800 

刘建胜 境内自然人 1.27% 17,965,710 13,474,282   

徐学明 境内自然人 1.12% 15,919,028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上述股东中，株洲市国有资产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和中车产业投资有限公司属

一致行动人。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明（如有）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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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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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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年全球新冠肺炎疫情爆发，国内外经济存在不确定性，公司面临的市场环境及生产经营也受到较大影响，特别是海

外市场业务，2019年度已有订单的港机、多功能机组等项目延缓，公司近3亿元存货无法发运且到货现场产品不能正常调试

交付，预计对2020年度营业收入及回款造成不利影响。虽然面临诸多不确定因素，但公司经营管理层围绕年度经营战略目标，

积极采取有效措施，加强复工复产，降低疫情对业绩的影响。报告期内，公司实现合并营业收入46,482.92万元，同期相比减

少6.77%，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2055.98万元，同期相比增长11.51%。 

1、主营业务分析 

1）物料搬运装备及配件业务。报告期内，业务板块实现营业收入37,843.97万元，同比减少18.52%。报告期内，受疫情

影响，项目开工及产品发货延期，影响营业收入的确认。多功能机组是公司核心竞争产品之一，公司将把握冶炼行业市场回

升，推动多功能机组业务的销售；针对桥门吊产品业务，公司将加强成本管控，提高差异化竞争能力；目前，我国经济以国

内循环为主、国际国内互促的双循环发展新格局正在形成，公司将抓住国家“新基建”政策机遇及内河港口建设机会，上半

年签订国内港口设备订单1.3亿元，预计下半年市场形势将会更好，能较好地降低海外业务的影响。 

2）风电设备业务。报告期内，业务板块实现营业收入6,068.53万元，同比增长2492.78%。自2019年度风电行业整体回

暖以来，市场稳步增长。2020年上半年，国家颁布一系列政策支持风电行业发展，公司业务订单充足、产能饱和，实现连月

稳产高产。公司已投建新的生产基地，将加大风电设备产出，实现产量倍增。 

3）选煤机械设备业务。报告期内，业务板块实现营业收入937.18万元，同比减少17.02%。受疫情影响，下游煤炭项目

的推迟，导致设备需求减少。 

4）有色装备及其他业务。报告期内，业务板块实现营业收入1,633.24万元，同比减少20.40%。主要受疫情影响，有色

冶炼下游客户投资项目暂停暂缓。 

2、聚焦产品研发升级 

报告期内，公司技术研发能力得到增强，在起重装备应用领域取得一定成果。在铝电解领域，完成欧标自主知识产权的

多功能机组开发，并联合贵阳铝镁设计研究院、湖南工业大学等院校进行多功能机组智能化技术研发。在核能领域，完成应

用于核污染环境中高精定位无人化起重机的开发。在智能化领域，公司联合华为公司、天桥嘉成打造的华菱湘钢“5G2B”

项目突破了5G工业互联在特殊环境下的应用技术，是公司与华为在5G +智慧钢铁应用生态场景的标杆项目，实现钢铁行业

应用的零的突破；完成的云南神火铝电解炭块仓储无人化系统也成为了有色行业的亮点；公司牵头开发的“面向有色金属浇

铸过程的机器人作业系统”在顺利推进中。 

3、创新赋能高质量发展 

报告期内，制订新一届董事会的任期目标，聘请专业中介机构进行研究咨询，确定“智能制造+高端装备”为战略实施

路径，对公司三年目标进行板块分解，确定公司及各子公司具体目标及实施计划，以技术创新与管理创新赋能公司高质量发

展。 

公司以智能化为技术发展愿景，以“机器+人工智能”进行人机集成，实现技术提升，提高核心竞争力；面对疫情带来

的“RVA”（Remote Working、Video Collaboration、All Cloud）业务变化，公司搭建天桥云平台，实现全场景智能联接，进

行云数据采集分析，远程诊断设备故障，为客户提供增值服务，助力客户实现商业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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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以调整股权结构、拓展业务领域、提升经营效益为主线，引进中车产投为公司第二大股东，整合股东资源，拓展环

保、核电等产品应用领域；以“效益提升年”活动为契机，拓宽数字化采购渠道，对采购、生产、管理各环节进行全面成本

控制，将降本增效做精做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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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自2020年1月1日起开始实行新收入准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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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期内，新设1家二级子公司，并纳入公司合并报表范围： 

公司控股子公司天桥舜臣与上海南一环保科技有限公司（简称“上海南一”）于2019年12月20日共同发起设立湖南天桥

环境科技有限公司，注册资本5000万元，其中天桥舜臣出资2550万元，持股51%，上海南一出资2450万元，持股49%；新设

公司经营范围包括：环保设备，发电设备的研发、制造；新能源、可再生能源、工程环保设施的投资、设计、建设、开发；

生活垃圾的清运、处理；城市垃圾清扫、运输、保洁服务；环境工程、环保设备的技术开发、技术服务；环境工程设备的安

装；环境工程设备、化工产品及原料（不含危险化学品）的销售；环保设备租赁；环保工程专业承包；工程管理服务；自营

和代理各类商品及技术的进出口，但国家限定公司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和技术除外。（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

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该二级子公司于2020年1月纳入合并范围。 

 

 

 

 

株洲天桥起重机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肖建平 

 

2020年8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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