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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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华永道中天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公司 2020 年半年

度财务报告进行了审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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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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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铁工业 600528 中铁二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姓名 余赞 

电话 010-53025528 

办公地址 北京市丰台区南四环西路诺德中心11号楼 

电子信箱 ztgyir@crhic.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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523,250,635.13 38,883,775,112.81 6.7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资产 

19,109,969,961.04 18,593,373,666.88 2.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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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27,977,625.45 -491,564,628.71 不适用  



营业收入 11,194,999,340.21 9,477,383,157.99 18.1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 

891,607,815.89 860,831,676.14 3.5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 

802,746,186.03 841,255,618.64 -4.58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

益率（%） 

4.40 5.32 减少0.92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

股） 

0.38 0.39 -2.56 

稀释每股收益（元／

股） 

0.38 0.39 -2.56 

2020年上半年公司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同比增加 3,077.61万元，增长 3.58%，因上

半年公司计提 2020年度可续期公司债券利息 5,525万元，因此基本每股收益和稀释每股收益同比

下降 2.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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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6,5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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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铁二局建设有限公司 国有法

人 

28.58 634,973,795 0 无 0 

中国中铁股份有限公司 国有法

人 

20.54 456,387,811 383,802,693 无 0 

中原股权投资管理有限公

司 

未知 4.58 101,644,451 0 质押 95,059,779 

华安未来资产－工商银行

－华融国际信托－华

融·中原股权中铁工业定

增权益投资集合资金信托

计划 

未知 3.41 75,709,779 0 无 0 

建信基金－工商银行－中

航信托－中航信托·天启

（2016）293号建信基金定

增投资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未知 2.67 59,305,994 0 无 0 

农银汇理（上海）资产－

农业银行－华宝信托－投

资【6】号集合资金信托计

划 

未知 1.70 37,854,889 0 无 0 

山东聚赢产业基金合伙企 未知 1.70 37,854,889 0 无 0 



业（有限合伙） 

国寿安保基金－建设银行

－人寿保险－中国人寿保

险（集团）公司委托国寿

安保基金混合型组合 

未知 1.70 37,854,889 0 无 0 

广东省铁路发展基金有限

责任公司 

未知 1.70 37,854,889 0 无 0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

任公司 

未知 1.25 27,765,900 0 无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

明 

公司第一大股东中铁二局建设有限公司为第二大股东

中国中铁的子公司，于 2017年 12月 29日与本公司第二大

股东中国中铁签署《表决权委托协议》，将其持有的公司全

部股份对应的表决权委托给中国中铁行使。中原股权投资管

理有限公司与华安未来资产-工商银行-华融国际信托-华

融·中原股权中铁工业定增权益投资集合资金信托计划为

一致行动人，其他股东关系未知。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

量的说明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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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债券名称 简称 代码 发行日 到期日 债券余额 利率（%） 

中 铁 高 新

工 业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2019 年公

开 发 行 可

续 期 公 司

债券（第一

期）（面向

合 格 投 资

者）（品种

一） 

19 工业 Y1 163947 2019 年 11

月 20 日 

2022 年 11

月 21 日 

1,460,000,000.00 4.25 

反映发行人偿债能力的指标： 

√适用 □不适用  

主要指标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资产负债率 53.19   51.41   

 本报告期（1-6月） 上年同期 

EBITDA利息保障倍数 79.03   56.46   

 

关于逾期债项的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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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铁工业深入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加强党的领导，

积极践行“三个转变”重要指示，通过改革创新推动企业新旧动能转换，通过治企理业优化生产

关系，通过供给侧改革在企业的生动实践，努力成为制造强国的骨干力量，实现公司高质量发展。 

2020 年上半年，公司完成新签合同额 169.8 亿元，同比增长 23.33%。专用工程机械装备及相

关服务业务实现新签合同额 62.54 亿元，同比增长 38.6%；其中，隧道施工装备及相关服务业务新

签合同额 55.61 亿元，同比增长 38.58%，主要原因是隧道掘进机技术及土建施工工法的不断发展

创新，掘进机应用领域不断拓展，今年上半年在水利水电领域取得重大进展，中标了珠三角水资

源配置二期工程项目；工程施工机械业务实现新签合同额 6.93 亿元，同比增长 38.76%，主要原因

为公司通过与施工单位协作、签订战略合作协议等方式进一步开拓市场，随着公铁桥梁跨度增大、

梁型加重，推动了新型铺架设备的研发、制造、使用。交通运输装备及相关服务业务新签合同额

99.9 亿元，同比增长 11.19%；其中，道岔业务新签合同额 34.26 亿元，同比增长 12.54%，增长原

因主要为中标新建弥勒至蒙自铁路工程、新建合肥至安庆铁路引入合肥枢纽相关工程、新建福州

至厦门铁路工程等多个国家重点基建项目；钢结构制造与安装业务实现新签合同额 65.65 亿元，

同比增长 10.49%，增长原因主要是疫情得到有效控制后，施工单位相继复工，项目招标陆续启动，

中标 G3W 德州至上饶高速公路池州至祁门段桥梁钢结构制造工程、汕头牛田洋快速通道钢桁梁制

作工程等重点项目。 

2020 年上半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111.95 亿元，同比增长 18.12%。按主要业务类别划分，

专用工程机械装备及相关服务实现营业收入 36.61 亿元，同比增长 16.72%，其中，隧道施工装备

及相关服务业务随着以前年度合同订单转化，本年实现营业收入 32.31 亿元，同比增长 22.5%；工

程施工机械业务受所属子公司地处武汉疫区，上半年运输等业务开展受限，实现收入 4.31 亿元，

同比下降 13.78%；交通运输装备及相关服务业务实现营业收入 73.72 亿元，同比增长 23.24%，其

中，道岔业务营业收入 20.67 亿元，同比降低 4.03%；钢结构制造与安装业务受益于近年国内高

速公路及市政项目钢结构桥梁规划增多，本年实现营业收入 53.06 亿元，同比增长 38.57%。 

报告期内，公司正在从事的新兴业务主要为新型轨道交通产业和新型科技环保产业。 

在新型轨道交通产业方面： 

公司已完成跨座式单轨、中低速磁悬浮、悬挂式单轨、现代有轨电车等四种新型轨道交通车

辆的样车研制和静态测试工作，具备了新型轨道交通车辆的自主设计能力，目前正在加快进行动

态试验；同时，公司正在积极推动相关城市的新型轨道交通项目落地实施等工作，并将继续加强

与西南交大、同济大学、铁科院等科研院所机构的合作，不断完善技术工艺，研发新型产品，以

高品质、多元化的产品满足市场需求。报告期内，公司已成功中标国内首条“空轨”制式轨道交通

运营线——恩施青云崖旅游观光线项目。 

在新型科技环保产业方面： 

公司以环保设备制造为重点，积极培育新型环保产业，加快推进资质培育、技术研发、项目



落地等工作。截至报告期末，中铁环境已取得市政公用工程、机电工程、环保工程三项施工总承

包和专业承包贰级资质以及环境工程（水污染防治工程、固体废物处理处置工程、大气污染防治

工程、污染修复工程）等四项乙级工程设计资质，先后申请相关知识产权 75 项，其中发明专利

20 项，实用新型专利 52 项和软著 3 项，其中已获专利证书 39 项和软著 3 项。研制出的首台套隧

道施工废水处置成套设备已成功应用于多个项目，工程渣土成套技术及装备入选国家科技部“十

三五”重点研发项目，盾构渣土多相分离高效快速处理成套技术装备入选生态环境部环境发展中

心“无废城市”建设试点先进适用技术，水环境治理服务、生态修复服务、泥水处理系统进入中

国中铁优采目录。2020 年上半年成功中标深圳地铁 14 号线土建四工区 1#风井至大运盾构渣土外

运、四川省成都市郫都区水务局郫都区团结临时应急污水处理服务项目等项目，实现了公司环保

产业在固废处置、城市污水运营服务等领域的新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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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