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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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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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振华重工 600320 振华港机 

B股 上海证券交易所 振华B股 900947 -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姓名 孙厉 

电话 021-50390727 

办公地址 上海市东方路3261号 

电子信箱 IR@ZPMC.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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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8,314,945,532 74,410,783,300 5.2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13,739,425,629 15,543,404,014 -11.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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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4,549,168 60,820,514 -26.75 

营业收入 9,131,399,835 10,186,790,734 -10.3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6,639,727 222,422,676 -92.5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129,407,036 38,549,872 235.69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0.12 1.47 减少1.35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03 0.042 -92.86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03 0.042 -92.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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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9,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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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交集团（香港）控股有限公司 境外法人 17.401 916,755,840 0 无   

中国交通建设股份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16.239 855,542,044 0 无   

中国交通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12.589 663,223,375 0 无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

司 

未知 1.70 89,378,640   未知   

中国证券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未知 1.56 82,269,868   未知   

博时基金－农业银行－博时中

证金融资产管理计划 

未知 0.38 19,855,920   未知   

易方达基金－农业银行－易方

达中证金融资产管理计划 

未知 0.38 19,855,920   未知   

大成基金－农业银行－大成中

证金融资产管理计划 

未知 0.38 19,855,920   未知   

嘉实基金－农业银行－嘉实中

证金融资产管理计划 

未知 0.38 19,855,920   未知   

广发基金－农业银行－广发中

证金融资产管理计划 

未知 0.38 19,855,920   未知   

中欧基金－农业银行－中欧中

证金融资产管理计划 

未知 0.38 19,855,920   未知   

华夏基金－农业银行－华夏中

证金融资产管理计划 

未知 0.38 19,855,920   未知   

银华基金－农业银行－银华中

证金融资产管理计划 

未知 0.38 19,855,920   未知   

南方基金－农业银行－南方中

证金融资产管理计划 

未知 0.38 19,855,920   未知   

工银瑞信基金－农业银行－工

银瑞信中证金融资产管理计划 

未知 0.38 19,855,920   未知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上述前十大股东中，中交集团（香港）控股有

限公司、中国交通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及中国交通建

设股份有限公司属关联方企业。公司未知其余股东



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知是否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持股变动信息披露管理办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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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期内,在面对全球新冠疫情爆发、国际形势复杂多变等诸多不利因素下，公司全员积极应

对，及时行动，保持了整体稳定的发展态势。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人民币 91.31亿元，同比降低 10.36%；归属于母公司的净利润

人民币 1,663.9 万元，较上年同期减少主要是公司持有的交易性金融资产公允价值变动导致。公

司整体经营生产情况较一季度经营、生产情况有所好转。 

2020年 1 至 6 月，港口机械业务新签合同额为 9.91 亿美元。海工和钢结构相关业务新签合

同额为 5.75 亿美元，较去年同期增长 22.6%，其中钢结构业务新签订单为 3.68 亿美元。  

（一）传统业务平稳推进 

港机业务方面：中标韩国釜山 8台岸桥 32台轨道吊、天津港 6台岸桥、太仓港 6台岸桥等多

个国内外港机项目。成功交付瑞典和黄 CTN码头自主研制的 8台智能跨运车、美国长滩 LBCT码头

4台自动化场桥、阿布扎比 ADT码头 5台岸桥等项目。 

海工业务方面：海工系列钻井平台实现对外租赁，2000 吨、12000 吨起重船陆续投入国内风

场建设，公司海工库存压力有所减轻。新签了山东电建沙特阿美船厂升船机、下水驳及配套等海

工项目，开启与新的重大客户的合作。 

钢构业务方面：紧抓钢结构市场尤其是国内市场需求不断提升的机遇，相继签订钢箱梁安装

与制造、钢结构桥梁、海上升压站、风电管桩等多类国内外钢结构项目，首次中标海上风电大型

风机导管架等项目，生产规模效益显著提升，齐鲁黄河大桥等标志项目平稳有序推进。 

海服业务方面：克服困难完成多个海外运输项目；签订了香港将军澳大桥运输安装项目，及



多个海上升压站、大型模块吊装项目。 

电气业务方面：新加坡 PSA 等重点港机项目的电控业务得到有力保障。光伏业务有序推进。

哈铁项目、盐城快速路网三期项目、智能制造项目取得进展。 

投资业务方面：在建的投资项目平稳推进。双创柔性钣金加工项目取得重要进展。 

一体化服务方面：在全球疫情爆发的形势下，尽管海外业务推进难度较大，但是广大员工尤

其是参与海外工作的人员争做“逆行者”，克服困难，创新思路，尽最大努力保证公司交机、售后、

经营、维保等各项工作，总体情况基本平稳。 

总承包业务方面：积极稳妥推进多个在建项目的复工复产，及时解决困难，并积极沟通客户，

洽谈后续项目落地事宜，总体情况基本平稳。 

（二）新兴业务有序拓展 

智慧产业方面：签订广州南沙四期项目的智慧港口 5G联合应用创新合作意向书；签署“宁波

5G智慧港口”项目应用合作协议。中标厦门 7台岸桥、台州第二发电厂卸船机等远程改造项目。

中标多个智慧停车项目。公司自行研发的弹性公交系统在雄安新区的实际运用中逐步完善和升级。 

民生消费方面：初步布局智慧校园建设业务，为浙江省义乌市近百所中小学安装人脸识别的

智能测温装备。采用众筹等多种模式开展老旧小区加装电梯业务，上海 4个小区项目进展平稳。 

数字产业方面：公司全资子公司 Terminexus坚持对外市场营销和对内系统优化两手抓，上线

仓库管理系统,提升备件仓库管理效率和用户体验。在疫情期间，Terminexus充分发挥平台优势，

紧急筹措口罩等物资用于公司防疫，并建立防疫物资海外仓库，为海外机构和用户提供物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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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详见 2020年半年度报告“第十节、五、41 重要会计政策和会计估计的变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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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