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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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告已经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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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交所 中国中车 601766 中国南车 

H股 联交所 中国中车 1766 中国南车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谢纪龙 谭沐 

电话 010-51862188 010-51862188 

办公地址 北京市海淀区西四环中路16号 北京市海淀区西四环中路16号 

电子信箱 crrc@crrcgc.cc crrc@crrcgc.cc 

 

2.2 公司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千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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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调整后 调整前 

总资产 376,033,676 375,170,887 375,170,887  0.23 

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净资产 

120,993,678 121,558,591 121,558,591  -0.46 

 本报告期 

（1-6月）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

同期增减(%) 调整后 调整前 

经营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量净额 

-10,541,846 -17,509,782 -17,509,635 - 

营业收入 86,290,902 88,717,014 88,717,014 -2.73 

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净利润 

4,117,547 3,671,142 3,672,542 12.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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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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62,503 3,130,609 3,129,951 7.41 

加权平均净资产

收益率（%） 

3.39 3.15 3.15 增加0.24个百分

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

／股） 

0.1435 0.1285 0.1285 11.67 

稀释每股收益（元

／股） 

0.1359 0.1230 0.1230 10.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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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 1 

866,9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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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中车集团有限公司
注 2
 国有法

人 

53.98 15,491,375,889 705,052,878 无 0 

HKSCC NOMINEES LIMITED
注 3
 境外法

人 

15.19 4,359,518,808 0 未知 -  

中国证券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国有法

人 

4.90 1,406,215,248 0 未知 -  

中车金证投资有限公司 国有法

人 

1.65 473,257,727 0 无 0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任

公司 

国有法

人 

1.06 304,502,100 0 未知 -  

上海兴瀚资产－兴业银行－

兴业国际信托有限公司 

国有法

人 

0.82 235,017,626 235,017,626 未知 -  

博时基金－农业银行－博时

中证金融资产管理计划 

未知 0.63 180,171,00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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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63 180,171,000 0 未知 -  

大成基金－农业银行－大成

中证金融资产管理计划 

未知 0.63 180,171,000 0 未知 -  

嘉实基金－农业银行－嘉实

中证金融资产管理计划 

未知 0.63 180,171,000 0 未知 -  

广发基金－农业银行－广发

中证金融资产管理计划 

未知 0.63 180,171,000 0 未知 -  

中欧基金－农业银行－中欧

中证金融资产管理计划 

未知 0.63 180,171,000 0 未知 -  

华夏基金－农业银行－华夏 未知 0.63 180,171,000 0 未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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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证金融资产管理计划 

银华基金－农业银行－银华

中证金融资产管理计划 

未知 0.63 180,171,000 0 未知 -  

南方基金－农业银行－南方

中证金融资产管理计划 

未知 0.63 180,171,00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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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63 180,171,000 0 未知 -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中车金证投资有限公司是中国中车集团有限公司的全资子

公司。除此之外公司未知上述其他股东存在关联关系或属

于《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注 1：报告期末，公司 A股股东户数为 864,550户，H股登记股东户数为 2,434 户。 

注 2：经国务院国资委批准，公司控股股东中国中车集团有限公司将其持有的公司各 37,308.5233

万股 A 股股份分别划转给北京诚通金控投资有限公司和国新投资有限公司。2018 年 8 月 13 日，

该等股份已完成过户，划转完毕。详情请见公司发布的日期为 2018年 7月 3日和 2018年 8月 14

日的《中国中车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国有股份无偿划转的提示性公告》和《中国中车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国有股份无偿划转完成过户登记的公告》。 

注 3：HKSCC NOMINEES LIMITED(香港中央结算（代理人）有限公司）持有的 H股乃代表多个客户

所持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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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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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南车股

份有限公司

2013 年 公

司债券 (第

一期)（5年

期） 

13南车 01 122251.SH 2013-04-22 2018-04-22 0 4.70 

中国南车股

份有限公司

13南车 02 122252.SH 2013-04-22 2023-04-22 1,500,000 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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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 年 公

司债券（第

一期）（ 10

年期） 

中国中车股

份有限公司

2016 年 公

司债券（第

一期） 

16中车 01 136671.SH 2016-08-30 2021-08-30 2,000,000 2.95 

反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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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2.29 62.19 

 本报告期（1-6月） 上年同期 

EBITDA利息保障倍数 11.98 14.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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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 年上半年，面对艰巨的改革任务和复杂的经营形势，公司上下戮力同心、奋勇拼搏，生

产经营工作取得了新进展。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862.91 亿元，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41.18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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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财政部于 2017 年 7 月 5 日发布的《企业会计准则第 14 号-收入》(财会〔2017〕22 号)

和 2017 年 3 月 31 日发布的《企业会计准则第 22 号—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企业会计准则第

23号—金融资产转移》、《企业会计准则第 24号—套期会计》和《企业会计准则第 37号—金融工

具列报》的相关规定，本公司及其子公司自 2018年 1月 1日起执行上述企业会计准则修订及解释，

对会计政策相关内容进行调整，详细内容请参见 2018 年半年报全文第十节、三、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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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