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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0976                         证券简称：华铁股份                      公告编号：2019-052 

广东华铁通达高铁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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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异议声明 

姓名 职务 内容和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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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华铁股份 股票代码 000976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变更前的股票简称（如有） 春晖股份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王颖 薛雪静 

办公地址 
北京市东城区北三环东路 36 号环球贸易

中心 A 座 2108 室 

北京市东城区北三环东路36号环球贸易中

心 A 座 2108 室 

电话 010-56935791 010-56935791 

电子信箱 htddm@huatie-railway.com xuejing.xue@huatie-railway.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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47,553,455.19 671,092,005.59 11.3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143,153,558.27 140,381,041.57 1.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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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的净利润（元） 
140,713,053.57 139,873,641.57 0.60%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332,430,374.51 -277,555,648.05 -19.77%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905 0.0880 2.84%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905 0.0880 2.84%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3.32% 3.37% -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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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32,236,577.97 5,083,581,210.43 -1.0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4,370,971,423.49 4,244,641,346.80 2.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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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7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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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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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质押 259,000,000 

金鹰基金－平

安银行－金鹰

穗通 5 号资产

管理计划 

其他 5.60% 89,361,2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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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17% 82,507,2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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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16% 82,407,848  质押 82,385,548 

广州市鸿锋实

业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4.71% 75,180,180  质押 60,000,000 

张宇 境内自然人 3.43% 54,740,966    

拉萨亚祥兴泰

投资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2.96% 47,227,419  质押 29,999,800 

江门市弘晟投

资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

人 
1.14% 18,249,200  质押 18,000,000 

上海方圆达创

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方圆－东方 17

其他 0.66% 10,602,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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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私募投资基

金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

的说明 

1、鸿锋实业与鸿众投资为一致行动人，存在关联关系。2、义乌上达与苏州上达为一致行

动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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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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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年，我国加快推进高铁建设步伐，全国铁路营业里程达到13.1万公里，其中高铁营业里程达到2.9

万公里。2019年，各项相关政策进入实质性落地阶段，上半年保持稳步发展，政府2019年预期投入铁路建

设8,000亿元，截至2019年6月已累计达成投资3,220.1亿元，相比去年同期增加2.97个百分点。在铁路“十三

五”建设对轨道交通领域，尤其是对高铁市场的大力支持下，我国高铁营业里程和客运量也在去年达到新

高，并始终保持高速增长的态势，根据《中长期铁路网规划》，预计2025年我国铁路网规模将达到17.5万

公里，其中高速铁路将达到3.8万公里。随着以“八纵八横”为骨架的国家快速铁路网基本建成，我国铁路正

从阶段性建设高峰期，逐渐进入阶段性通车的高峰期，有望带动高铁车辆、车上装备以及后期维护等一系

列相关产业的蓬勃发展，铁路客货车的高增长势必拉动轨道交通核心关键零部件的需求。 

2019年上半年，在董事会的领导下，公司管理层紧紧围绕公司战略发展规划和年度经营目标，认真贯

彻落实年初各项工作部署，全心致力于轨道交通装备制造主业发展。           

（一）2019年上半年经营情况概述 

2019年上半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7.48亿元，较去年同期增长11.39%。实现营业利润1.64亿元，实现归

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1.43亿元，较去年同期增长1.97%。截至2019年6月30号，公司总资产规模50.32

亿元，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43.71亿元，较报告期期初增长2.98%。 

（二）2019年半年度重点工作总结 

 报告期内，公司集中发展轨道交通装备制造主业，不断拓展多元化产品种类，搭建了轨道交通装备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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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行业核心零部件产品供应整合平台，顺利推进国际化合作，提高了公司的核心竞争力和抵御市场系统性

风险的能力，进一步明确了公司成为中国轨道交通装备制造行业领军企业的战略目标。 

1. 加强新开发产品资质认证工作，保障新产品业务的顺利开展 

截至本报告期末，华铁西屋法维莱已获取认证包括： 

（1）质量体系认证 

ISO/TS 22163:2017、ISO9001体系认证证书（产品范围：轨道车辆空调系统、门系统、撒砂装置产品

的制造和检修），保证满足各大主机厂对于各供应商准入必须取得体系证书的准入要求。 

     

（2）主机厂资质审核认证 

华铁西屋法维莱已顺利通过四方股份的标动250KM撒砂装置合格供应商资质审核及四方庞巴迪的空

调外门大修合格供应商资质审核；正式成为进入四方股份及四方庞巴迪合格供应商平台，为后续公司产品

进入两大主机厂多个平台创造了必备的条件。 

         
 

(3)  空调、外门首件鉴定（FAI）和维修资质初步审查 

顺利通过四方股份标动250KM撒砂首件鉴定以及四方庞巴迪（BST）CRH1B/CRH1E动车组空调五级修

的首件鉴定，并且顺利通过了四方庞巴迪（BST）CRH380D/CRH1A动车组空调四级修的首件鉴定，完成

空调维修资质初步审查以及四方庞巴迪（BST）CRH1B动车组塞拉门系统四级修的首件鉴定，完成空调维

修资质初步审查。 

取得以上首件鉴定是华铁西屋法维莱在承修、承制主机厂具体产品方面取得合规合法证明，也是后续

竞标主机厂其他项目产品的重要依据。 

（4） 撒砂系统首件鉴定（FAI）和技术审查合格资质 

华铁西屋法维莱的标动250KM动车组撒砂装置已通过四方股份和供应商资质审核和技术审查，并通过

四方股份和中车浦镇的联合FAI首件实物鉴定，标志着公司正式具备标动车组平台撒砂装置的装车资质和

生产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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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焊接、粘接认证 

顺利通过第三方审核机构 BV 关于EN15085 （焊接体系）认证以及第三方审核机构德国Fraunhofer 

IFAM（弗劳恩霍夫研究院）&上海逸发DIN6701（粘接体系）审核认证，认证等级均为最高级别，分别是

CL1级和A1级。 

目前，华铁西屋法维莱已满足主机厂对于特殊过程（焊接、粘接）强制认证审核要求，为后续公司产

品进入各大主机厂多个平台创造了必备的条件。 

 

           
 

DIN 6701粘接证书                              EN 15085焊接证书 

 

2.组建完成新开发产品生产线，初步具备了承接批量订单的能力 

 

（1）高铁及轨道交通外门生产线 

华铁西屋法维莱已组建高铁及轨道交通外门生产线，目前已可承接四方庞巴迪的外门五级修业务。

同时该外门生产线具备外门新造的功能。 

 
（2）高铁及轨道交通空调生产线 

华铁西屋法维莱已组建3条高铁及轨道交通空调生产线，初步形成了量产的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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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高铁及轨道交通撒砂生产线 

   华铁西屋法维莱已组建完成撒砂组装区。 

 
   （4）高铁及轨道交通制动盘生产线 

华铁西屋法维莱初步完成了制动盘生产线的组建，待全部完成后，预计能达到年产20000组。 

 
 

3. 全力推进新开发产品市场拓展，完善公司市场服务体系 

在大型养路机械业务方面，公司已同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下属18个铁路局、19个地铁城市持续

稳定的展开钢轨养护备品备件供应业务。同时公司积极拓展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下属各路局售后委

外维保项目，目前已签署合同的路局有：上海局、武汉局、南宁局、济南局、昆明局、呼和浩特局、兰州

局等；在拓展各地铁及城轨维保市场方面，目前已签署合同的地铁有北京地铁、无锡地铁、青岛地铁等。 

在华铁西屋法维莱新开发产品方面，目前已开展了青岛四方庞巴迪铁路运输设备有限公司（BST）

CRH1、CRH380D平台动车组车门、空调产品四级修、五级修的检修业务。 

车门检修产品主要包括BST公司的CRH1A、CRH1B车门五级修和CRH1A车门四级修，覆盖门页、上

踏板、下踏板、稳定器、驱动臂、EDCU、气动单元等共14个车门子部件的检修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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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调检修产品主要包括BST公司的CRH1B、CRH1E空调五级修和CRH1A、CRH380D空调四级修，覆

盖司机室、客室、废排、控制柜共13个产品的检修工作。 

 
华铁西屋法维莱新造产品主要涵盖高铁、城际列车的空调系统、车门系统、制动系统、车钩和缓冲器

系统及撒砂系统。目前已推出撒砂装置系统解决方案，撒砂产品涵盖了撒砂阀、砂箱、砂箱盖、砂位显示

装置、撒砂喷口、撒砂控制箱等产品。核心产品P15撒砂阀采用机械锁闭结构，可有效防止砂子板结，结

构先进、可靠，具有撒砂精度高、维修简单方便等优点。 

目前华铁西屋法维莱标动250撒砂装置已在中车南京浦镇车辆有限公司的标动250样车上完成试装，并

顺利通过静调试验。目前样车已经到达中国铁道科学研究院环形试验线，等待进行环线型式试验，然后进

行30万公里运用考核。考核通过后，公司撒砂产品将正式进入中国标准动车组市场，具备批量装车资质。 

 
              中车南京浦镇车辆有限公司标动250样车安装的公司撒砂产品 

公司新开发产品存在资质审核不通过及后续装车实验不通过的风险，公司管理层将积极继续推进相关

事项的审核及市场开发工作，敬请各位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4.完善公司内控管理系统，提升公司治理水平。 

报告期内，公司不断完善健全公司的内控制度体系，修订完善了《重大信息内部报告制度》等规章制

度，为开展维护公司及股东的合法权益、促进公司规范运作、保证董事会独立运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公

司定期开展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合规培训，不断提升公司治理水平，使得华铁股份的规章管理制

度根据监管政策的调整而不断更新、完善，更好地维护广大投资者的根本利益。 

 5.严格执行信息披露的规范，维护与投资者的有效信息沟通  

公司董事会持续加强规范信息披露工作，坚持完整规范的信息披露流程，保证所披露信息的真实性、

准确性、公平、及时性和完整性，全面升级改版了公司网站，维护好与投资者的信息沟通渠道，实现股东

价值最大化，并获得投资者的广泛认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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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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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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报告期无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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