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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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告期未有利润分配预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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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贵绳股份 600992 G600992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杨期屏 曹磊 

电话 0851-28419570 0851-28419570 

办公地址 贵州省遵义市桃溪路47号 贵州省遵义市桃溪路47号 

电子信箱 yqp@gzgs.com.cn zqb@gzgz.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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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总资产 2,805,629,386.72 2,678,354,010.05 4.7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资产 

1,426,656,612.20 1,413,787,395.35 0.91 

 本报告期 

（1-6月）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

减(%)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10,159,971.15 17,087,755.23 -40.54 

营业收入 943,606,701.53 1,092,802,270.79 -13.6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 

12,629,216.85 12,617,549.05 0.0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 

7,425,693.15 7,483,027.15 -0.77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

益率（%） 

0.89 0.9 减少0.01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

股） 

0.0515 0.0515 0 

稀释每股收益（元／

股） 

0.0515 0.0515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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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795 

截止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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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质押或冻结的股份

数量 

贵州钢绳（集团）有限责任

公司 

国有法

人 

23.46 57,489,818   无   

章奕颖 未知 4.95 12,131,200   质押 12,100,000 

徐建方 未知 4.93 12,093,198   未知   

上海昀集投资管理中心（有

限合伙） 

未知 4.79 11,730,000   未知   

周宇光 未知 3.33 8,154,401   未知   

傅锋 未知 2.26 5,527,885   未知   

王建淼 未知 2.15 5,277,500   未知   

付增跃 未知 1.89 4,643,600   未知   

王建权 未知 1.89 4,622,030   未知   

北京神州牧投资基金管理

有限公司－红炎神州牧基

金 

未知 1.16 2,854,000   未知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1)除贵州省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持有贵绳集团

公司 56.29%的股份，其他法人股股东之间未知是否存在

权益关系。（2）前十名股东中的其他流通股股东之间未知

是否存在关联关系，已流通的社会公众股股东未知是否存

在关联关系，也未知其是否属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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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

的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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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在省委、省政府和省国资委的正确领导下，在市委、市政府的大力支持

下，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习近平总书

记对贵州工作系列重要指示精神以及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疫情防控工作的重要讲话精神，坚持党的

领导，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坚持新发展理念，坚持深化改革，坚持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

主线，突出抓好党建围绕中心服务大局，防疫情、强主业、推搬迁、抓转型、促改革、补短板、

强弱项、防风险，根据指标不调、计划不变、收入不减的既定方针，疫情防控与生产经营两手抓、

两手硬，公司主营业务与新区建设项目推进有序、平稳，职工队伍团结有力。 

1、全力抓好疫情防控。公司全面贯彻落实好中央、省、市各级政府关于疫情防控工作指示精

神，全力做细做实疫情防控各项工作，成立了疫情防控工作领导小组，制定下发了情期间外来人

员管理制度，为公司疫情防控工作高效、有序、稳步开展提供了组织保障和制度保障。 

报告期内，公司整体疫情防控工作扎实做好“最先一公里”和“最后一公里”的人员管控工作，

整个疫情期间没有发生疫情感染情况，确保了职工群众生命健康安全。 

2、全力抓好复工复产。公司积极贯彻落实 2 月 8 日贵州省政府办公厅下发关于有序推进企业

项目复产复工的通知精神，省国资委下发的《统筹抓好疫情防控和改革发展工作 22 条措施》相关

要求，紧密结合《遵义市红花岗区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做好区内工业企业复工复产的通知》，公司

党委研究作出了“疫情防控和改革发展两手抓、两不误，全力追欠补损”的指导思想，分类实施、

分步进行积极推进企业复工复产工作，在严格按红花岗区政府复工复产的统一领导、统一指挥与

统一行动下全面复工复产。 

截止目前，公司生产经营秩序井然，运行平稳。新区异地技改整体搬迁项目有序推进，平稳

可控。 

3、全力抓好党建深入。公司坚持把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作为根

本任务，把学习习近平总书记最新重要讲话和重要批示指示作为党委会中心组学习“第一议题”。

公司党委制定了相关学习实施办法及学习计划，集中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第十九次

集体学习时的讲话、在统筹推进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工作部署会上的讲话、中央全



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十二次会议上的讲话精神、贵州省决战决胜脱贫攻坚誓师大会上的重要讲话

系列精神等。通过学习不断强化了班子思想、政治建设。公司把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作为最高

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坚决把中央和省委决策部署贯彻到公司改革发展稳定全过程，体现到党的

建设各方面，教育引导广大党员、干部、职工切实树牢“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坚决做

到“两个维护”。公司从组织健全、队伍建强、活动规范、制度完善、功能发挥、保障到位着力，

切实加强公司党的建设，着力推动党建工作与生产经营工作的深度融合，不断提升党的建设质量

和水平，以全面从严治党新成效推动公司高质量发展。 

4、全力抓好创新驱动。公司深入落实新发展理念和高质量发展要求，实施“中国制造 2025”

战略，坚持一手抓生产经营，一手抓技改搬迁，周密策划、保证质量、分秒必争，加快推进异地

技改整体搬迁，着力建设智能化、绿色化新工厂。公司严格按既定重点产品攻关与研发为主线，

全力抓好公司创新驱动工作，重点解决了港机绳产品的质量稳定和提升、缆索产品的生产质量保

证和市场开发、大型空间结构用绳及辅助系统的研发、海洋工程用钢丝绳的技术攻关与质量提升。 

5、全力抓好主责主业。一是深入实施组合营销战略，聚焦产品市场、用户，以市场为导向，

以效益为推手，着力提升企业产品国内国际市场份额。二是突出优势，聚焦前沿技术，大力推进

技术进步与创新，抢占行业技术制高点，形成核心技术和竞争优势，通过加快钢丝绳软件设计等

核心技术的原创性突破，做到人无我有、人有我优。三是抓好全面质量管理，以质求存，唯质取

胜。四是加大技术创新和工艺技术进步，促进产品质量提升和转型升级。积极申报、组建国家级

制造业创新中心、国家级重点实验室、院士工作站等创新平台。五是继续实施国家知识产权战略

和标准化战略。积极申报国家专利、国际专利和国防专利，推动国际专利布局，实现专利标准化、

标准产业化，加大科技成果转化速度，以获取最大经济效益。六是着力增品种提品质创品牌。加

强质量管理体系有效运行，用标准化管理引领质量提升和品牌建设，以质量促核心竞争力提升，

不断提高产品知名度，努力将“巨龙”品牌打造为世界知名品牌。七是推动先进制造与现代服务

业的深度融合，提供“生产+服务”的完整组合，延伸产业链条，为用户提供全程服务。八是强化

生产组织协调。抓好合同的履行和交货期，满足市场需求，巩固和提升市场信誉。九是深入实施

装备整体提升战略，为企业实现智能制造，绿色制造，转型升级奠定坚实基础。 

6、全力抓好基础管理。公司把 2020 年确立为公司管理提升年，全面聚集主责主业，提高管

理效能，增强经济竞争力、创新力、控制力和抗风险能力，以实现较好的经济效益为目标。 

报告期内，公司开展管理制度体系建设工作，组织专班对公司所有规章制度进行系统梳理，

并对所有规章制度的时效性、合规性进行审查，对失去时效的予以废止，对不适应企业改革发展

与生产经营活动开展的予以重新修订完善，同时对管理制度进一步梳理，对照工作职责，制修订

完善管理制度，对管理制度进行汇总，分类汇编成册；公司加强精细化管理，使公司基础管理水

平上新台阶。加大过程控制，确保公司指令上通下达，行动迅速，执行到位；公司在建立建全风

险管控的基础上，加大对新区项目建设、设备物资采购招标、工程预决算等过程监督，有效防控

风险；公司抓好成本核算、分析等基础工作，推进全员全过程全方位成本管理，切实抓好技术改

造，广泛采用新材料、新技术和新工艺，严格执行工程核算，严控工程采购成本，实现降本增效；

公司深入开展信息化与工业化两化融合，要抓紧抓细抓实生产执行系统、销售系统、财务系统信

息化管理工作，推动新区智能化仓储管理系统建设，保证老区信息化工作政策进行，严格按规定

时间节点全面推进新区异地技改整体搬迁项目，提升公司信息化管理水平；公司践行绿水青山就

是金山银山的生态发展观，把环境保护和生态文明建设摆在突出位置，大力发展循环经济；公司

认真履行安全生产责任制。始终坚持“安全第一，预防为主，综合治理”的方针，牢固树立安全

发展理念，坚持问题导向和目标导向，从防范遏制各类事故入手，进一步健全安全管理责任体系，

强化主体责任落实,深入推进安全风险分级管控和隐患排查治理“双控体系”建设，大力推进环境和

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贯标工作，确保安全生产形势持续稳定发展。 

7、新区建设方面： 



根据遵义市人民政府《市人民政府关于推进中心城区重点企业节能减排异地技改工作的意见》

遵府发[2008]37 号文件要求，经公司 2012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批准正式启动了异地整体搬迁项

目（以下简称新区搬迁）。     

 公司所处西部贵州遵义，受地理位置的限制，铁路是公司产品及所需原料运输的主要途径。

公司整体搬迁项目（包含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完成后将形成 55 万吨产能，产

品及原料进出量将在 100 万吨以上。      

由于川黔铁路遵义城区段外迁，使本公司铁路发运货场建设受到影响，从而影响到本公司整

体搬迁项目（包含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建设。      

公司积极与遵义市政府及相关部门沟通协调，希望能尽快完成异地整体搬迁。 

（1）新区土地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新区搬迁所需土地 1266.3 亩已全部取得。  

（2）新区项目情况     

经公司 2017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批准，公司将现有厂区金属制品异地整体搬迁项目委托贵州

钢绳（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贵绳集团）迁建。协议约定在项目实施过程中，对需由

本公司配合或由本公司自行完成的工作，贵绳集团有权要求本公司予以配合或完成；贵绳集团所

接受之受托事项，可以委托第三方实施。详见公司 2018-021 号《贵绳股份关于签订委托协议的公

告》。  

2018 年 7 月 10 日，公司披露《关于控股股东贵州钢绳（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签订<异地技改

整体搬迁项目合作框架协议>的公告》。贵绳集团与遵义市红花岗区人民政府、遵义市南部新区管

理委员会、遵义湘江投资建设有限责任公司（丁方）签订协议，共同合作完成异地整体搬迁项目。

协议约定：丁方负责代建本项目除生产设备采购安装、铁路专线及货运场外的全部建筑安装工程，

确保工程质量符合国家验收规范（详见公司 2018-030 号公告）。      

报告期内，新厂区代建项目已完成各厂房、办公楼、科研和办公大楼、管综、绿化、电力等

设计及深度优化，厂房基桩已完成，地上建筑正按进度推进。 

报告期内，异地技改整体搬迁项目中由公司负责的生产设备采购、安装、调试部分，公司已

完成设备采购招标，部分新购设备已到公司新区现场进行安装调试。      

报告期内，公司现有六分厂可搬迁的生产设备已经搬迁至新厂区进入安装调试阶段；其他各

分厂购买新增主体设备已开始加工制造，公司将根据新区厂房建设进度及设备交货情况进行设备

基础施工、设备安装、调试等工作。 

公司严格按照“认真策划、保证质量、分秒必争、加快进度，打造贵州速度、遵义速度、贵

绳速度”的要求，加快推进异地技改整体搬迁，着力建设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新工厂。更加

突出专、精、特的竞争优势，优化结构、升级产品。通过优质高效搬迁，搬出活力、搬出生产力、

搬出竞争力，提升发展的质量和效益，打造成为世界一流线材制品智能制造先进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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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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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