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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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异议声明
无
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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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州重机

股票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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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姓名

曹庆平

办公地址

河南省林州市产业集聚区凤宝大道与陵阳大道交叉口

电话

0372-3263686

电子信箱

cao6024321@126.com

002535
证券事务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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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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营业收入（元）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655,072,351.41

583,371,174.85

12.2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元）

20,487,130.72

9,128,038.99

124.4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元）

13,531,726.62

-45,709,179.59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元）

126,592,113.51

-327,872,587.56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3

0.01

200.00%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3

0.01

200.0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0.69%

0.31%

0.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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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941,252,464.91 6,632,749,522.73

4.6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元）

2,971,672,641.80 2,951,185,511.08

0.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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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6,690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
优先股股东总数（如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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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郭现生

境内自然人

韩录云

境内自然人

8.80%

70,550,740

郭书生

境内自然人

1.34%

宋全启

境内自然人

持有有限售
质押或冻结情况
条件的股份
股份状态
数量
数量

29.78% 238,718,638 201,164,867

质押

234,982,475

52,913,055

质押

68,000,000

10,741,965

0

质押

10,660,000

1.34%

10,717,778

10,717,778

质押

10,710,000

河南银企创业投资基金（有 境内非国有
限合伙）
法人

1.16%

9,329,185

0

质押

3,370,000

西藏信托有限公司-西藏信
托-顺景 28 号单一资金信托

其他

0.64%

5,142,781

0

华安基金公司-工行-外贸
信托-外贸信托●恒盛定向
增发投资集合资金信托计
划

其他

0.60%

4,814,814

0

中意资管-招商银行-云南

其他

0.40%

3,200,00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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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信托有限公司
林楚群

境内自然人

0.36%

2,899,241

0

林燕娥

境内自然人

0.34%

2,756,340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郭现生与韩录云系夫妇关系；郭现生与郭书生系兄弟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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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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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期内，在董事会的正确领导下，公司围绕“打造国内一流能源装备综合服务商”的
发展战略，凭借行业品牌、技术、管理等优势，全力抢占市场份额，公司经营持续改善。报
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总收入 655,07.24 万元，同比增长 12.2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为 2,048.71 万元，同比增长 124.44%；综合毛利率 20.84%，同比提升 5.75 个百分点。
（1）报告期内各项业务情况
装备制造业务实现收入 19,942.14 万元，同比增长 202.46%；产品毛利率 9.49%，基本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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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同期 9.72%相持平。
煤矿运营服务业务实现收入 10,399.86 万元，同比增长 63.72%，产品毛利率 66.28%，同
比提升 39.06 个百分点。报告期内公司煤矿运营服务业务毛利率大幅提高，主要原因是：①
受国家供给侧改的影响，煤炭市场开始出现供不应求的局面，公司煤矿运营服务业务量及收
费水平提升，在业务成本变化不大的情况下，毛利率水平大幅提高。②上半年作业中优质煤
层占比较高，因此毛利率有较大提升。
铸造生铁业务实现收入 23,764.46 万元，同比下降 39.86%，产品毛利率 2.05%，同比下
降 6.11 个百分点。报告期内，公司铸造生铁业务收入及毛利率下降的主要原因:一是为了更
好地提高产品质量和生产效率，子公司林州重机林钢钢铁有限公司在报告期内进行了设备的
升级改造，影响了报告期内的总体产量；二是公司去年出售了林州重机矿业有限公司，本期
收入中未包括重机矿业的收入。
商业保理业务实现收入 4,843.48 万元，同比增长 95.62%，业务毛利率 25.76%，毛利率
较上年同期下降 74.24%，主要是保理业务中受资金市场影响，融资成本增加所致。
（2）聚焦主业，剥离非主营
报告期内，公司启动了置出鄂尔多斯市西北电缆有限公司 50%股权，置入林州重机铸锻
有限公司 100%的股权的资产置换工作，目前该工作仍在进行资产评估、审计等工作。交易完
成后，将有效减少公司与集团公司的关联交易，公司煤机主业也将得到进一步加强和突出，
有助于提升公司的盈利能力。
（3）继续推动非公开发行事宜
由于资本市场监管政策和市场环境发生了较大变化，2017 年 4 月 1 日，公司第三届董事
会第四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符合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条件的议案》和《关于修
订公司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方案的议案（第三次修订）的议案》等相关议案，调整了公司本
次非公开发行的股票数量、发行价格、募集资金总额等。截止本报告日，该事项仍在进一步
推动当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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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报告期无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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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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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上年同期相比，本报告期内新增合并范围内的子公司为：林州郎坤科技有限公司和亚
瑟科技有限公司两家子公司。

林州重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一七年八月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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