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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0976                           证券简称：华铁股份                           公告编号：2018-042 

广东华铁通达高铁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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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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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华铁股份 股票代码 0009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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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卓文  

办公地址 中国广东省开平市长沙东明路 9 号  

电话 0750-2276949  

电子信箱 my0976@my0976.com  

2、主要财务数据和财务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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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71,092,005.59 707,229,104.68 -5.1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140,381,041.57 135,755,634.93 3.4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的净利润（元） 
139,873,641.57 62,310,857.48 124.48%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277,555,648.05 -91,962,942.54 -201.81%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880 0.0850 3.53%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880 0.0850 3.53%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3.37% 3.70% -0.33%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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减 

总资产（元） 4,764,362,546.08 4,959,338,687.50 -3.9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4,224,592,072.18 4,089,765,001.78 3.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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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4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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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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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州市鸿众投

资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人 18.88% 301,204,818 301,204,818 质押 290,302,145 

拉萨经济技术

开发区泰通投

资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人 16.23% 259,036,148 259,036,148 质押 259,000,000 

义乌上达股权

投资基金合伙

企业（有限合

伙） 

境内非国有法人 6.04% 96,385,548 96,385,548 质押 80,000,000 

苏州上达股权

投资基金合伙

企业（有限合

伙） 

境内非国有法人 6.04% 96,385,548 96,385,548 质押 88,140,000 

金鹰基金－平

安银行－金鹰

穗通 5 号资产

管理计划 

其他 5.66% 90,361,268 90,361,268   

广州市鸿锋实

业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4.71% 75,180,180 75,180,180 质押 75,180,180 

拉萨亚祥兴泰

投资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3.78% 60,240,976 60,240,976 质押 29,999,800 

张宇 境内自然人 3.78% 60,240,966 60,240,966   

江门市弘晟投

资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人 1.18% 18,000,000 18,000,000 质押 18,000,000 

长城证券－招

商银行－长城

定增一号集合

资产管理计划 

其他 1.08% 17,180,728 17,180,728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

说明 

1、广州市鸿锋实业有限公司和广州市鸿众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为一致行动人，存

在关联关系。2、义乌上达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和苏州上达股权投资基金

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存在关联关系。3、公司未知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

未知是否属于一致行动人。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明

（如有）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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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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业务性质为生产制造业，公司于2017年将化纤业务相关资产与债务整体出售后，主要经营业务完全变更为轨道交通

装备制造业务。 

     目前，公司的核心业务集中在香港通达，香港通达下属有青岛亚通达铁路设备有限公司、青岛亚通达铁路设备制造有限

公司以及景航发展三家企业。其下属企业的主要产品为高铁动车配件，包括给水卫生系统及配件、备用电源系统及配件（或

称：辅助电源系统及配件）、闸片等，属轨道交通装备制造业。亚通达设备作为其中的核心企业，主要经营模式如下： 

（1）盈利模式 

亚通达设备的营业收入主要来源于研发生产类产品的销售、代理贸易业务和检修服务，目前均主要运用或服务于高铁动

车组等轨道交通车辆。亚通达设备目前提供的产品型号以及相关产品技术的研发方向均源于下游轨道交通整车制造企业的需

求。 

亚通达设备自成立以来一直从事轨道交通装备配套产品的供应，对轨道交通行业具有深刻的理解，作为下游客户长期稳

定的配套产品供应商，充分理解下游客户对产品型号、规格、质量等方面的重要需求。从用户需求角度出发，亚通达设备根

据不同的车型与下游客户合作进行产品技术设计与研发，与下游客户形成良好的协同效应。在生产方面，亚通达设备具有较

高标准的质量控制和产品制造能力，能够满足客户在产品质量和交货时间等方面的重要要求。此外，亚通达设备在质保期内

和质保期满后提供全生命周期的产品质量维护。 

综上所述，亚通达设备主要依靠对轨道交通行业及整车制造企业的强大需求认知能力、提供量身定做产品的研发设计能

力、高标准的质量控制体系和全生命周期的产品质量维护服务等综合解决方案满足下游客户各方面的重要需求，从而与下游

客户形成良好的合作关系并实现盈利。 

（2）整体经营模式 

亚通达设备产品的规格和型号较多，定制化程度高，不同车型所使用的给水卫生系统、辅助电源系统、制动闸片存在较

大差异。并且在车型不断更新的同时，给水卫生系统、辅助电源系统、制动闸片的规格和型号也随之更新改良。因此亚通达

设备的业务经营采用项目管理制，根据每次的订单，组织销售、采购、生产等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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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期内，公司全资子公司北京全通达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投资设立了华铁西屋法维莱（青岛）交通设备有限公司。截止

2018 年 6 月 30 日，北京全通达持有该公司的 100%股权，因此，华铁西屋法维莱（青岛）交通设备有限公司本期纳入公司

合并报表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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