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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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精工钢构 600496 长江精工、G精工钢

、长江股份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沈月华 张姗姗 

电话 021-62968628 0564-3631386 

办公地址 上海市闵行区黎安路999号大

虹桥国际32层 

安徽省六安市经济技术开发区

长江精工工业园 

电子信箱 600496@jgsteel.cn 600496@jgsteel.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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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601,126,418.88 13,314,032,076.09 9.6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资产 

5,055,290,415.56 4,876,356,773.40 3.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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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307,788.05 -301,328,047.95 105.08 



营业收入 4,669,269,018.57 3,895,097,346.67 19.8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 

182,049,642.21 118,861,288.39 53.1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 

162,578,814.58 105,546,836.22 54.03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

益率（%） 

3.66 2.96 增加0.7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

股） 

0.1006 0.0716 40.50 

稀释每股收益（元／

股） 

0.1006 0.0716 40.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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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7,547 

截止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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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质押或冻结的股份

数量 

精工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境内

非国

有法

人 

20.16 365,069,604   质押 364,600,000 

精工控股集团（浙江）投

资有限公司 

境内

非国

有法

人 

16.57 300,000,000 300,000,000 质押 300,000,000 

六安市产业投资发展有限

公司 

国有

法人 

2.42 43,782,152   无   

建信基金－招商银行－建

信乾元安享特定多个客户

资产管理计划 

其他 0.67 12,047,000   无   

建信基金公司－建行－中

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其他 0.55 9,941,202   无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南方大数据 100 指数

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0.45 8,061,100   无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

任公司 

其他 0.39 7,131,300   无   

段学东 境内 0.39 6,980,583   无   



自然

人 

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中庚小盘价值股票型证券

投资基金 

其他 0.35 6,366,817   无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长信量化先锋混合型证券

投资基金 

其他 0.35 6,296,363   无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

明 

精工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为本公司控股股东，精工控股集

团（浙江）投资有限公司为控股股东的全资子公司，二者为

一致行动人。未知其他股东有无关联关系。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

量的说明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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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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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长江精工钢

结构（集团）

股份有限公

司 2015 年

公司债券  

15 精工债 122413 2015 年 7 月

29 日 

2020 年 7 月

29 日 

30,000,000 5.20 

长江精工钢

结构（集团）

股份有限公

司 2017 年

公 司 债 券

（第一期） 

17 精工 01 143400 2017 年 11

月 15 日 

2021 年 11

月 15 日 

385,000,000 6.50 

反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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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5.19   63.19   

 本报告期（1-6月） 上年同期 

EBITDA 利息保障倍数 3.48   3.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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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 年，中美贸易摩擦不断，国内形势错综复杂，但公司主营业务仍然取得了快速发展：报

告期，公司实现业务承接额 89.56 亿元，同比增长 36.30%，完成全年目标的 60%，其中工业建筑

已完成全年业务目标；实现营业收入 46.69 亿元，同比增长 19.88%；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

润 1.82 亿元，同比增长 53.16%，已超过 2018 年全年净利润。 

报告期，公司装配式建筑技术加盟业务签订 2 单，涉及资源使用费 1 亿元，目前累计签订 6

单，涉及资源使用费 3.2 亿元。公司 EPC 工程总承包业务获得突破，承接了 23.5 亿元的绍兴国际

会展中心项目。 

1、精准定位高端市场，通过增强核心竞争力促进业务稳步增长 

（1）工业建筑：瞄准战略新兴行业，抓住行业龙头 

公司瞄准政策鼓励的新兴行业，如高端物流、新能源汽车、环保行业等细分领域市场，并通

过差异化产品研发，提高公司产品的竞争能力。如公司针对工业厂房研发的 JR4 精致屋面系统，

360°直立锁缝、高精度模块化的设计、精细化的制造和装配式的安装，获得国际 FM 最高标准的

认可。为了更进一步提升金属围护系统的抗风性能，在 FM标准的抗风揭实验台上，公司从 360°

的直立锁缝基础中研发升级了锁缝 450°的 JR6屋面系统，后期最大锁缝角度可达 540°，握裹力

强，抗风性能将得到极大提升，成功抵御超强台风“利奇马”的考验。 

在此基础上，公司积极与新兴行业中的龙头企业建立良好的战略合作关系。这些公司即便在

宏观经济结构调整的大背景下，仍然有许多建设需求，保证了公司工业建筑业务连续多年的持续

增长，近三年的复合增长率超过 30%。 

报告期，工业建筑业务承接额 41.61 亿元，汽车、物流、环保等新兴行业订单占比超过 80%，

老客户订单在工业建筑新签业务占比达 50%以上。 

（2）公共及商业建筑：不断巩固“城市地标缔造者”地位 

报告期，公司公共及商业建筑业务承接额 44.73 亿元，同比增长 108.37%。 

公司公共及商业建筑业务主要定位为地标型建筑、品牌项目，截至目前已承接了数百项“重、

大、难、新”的工程，荣获“詹天佑工程大奖”工程 12 项、“鲁班奖”工程 22 项、“国家钢结

构金奖”166 项，成就了精工城市地标缔造者的地位。 

报告期，公司承接了 2022 年冬奥会及冬残奥会三大赛区项目(5.2 亿元)、成都凤凰山体育中

心项目体育场钢结构工程，为体育竞技发展贡献精工力量。公司还承接了上海市前滩信德文化中

心项目、海南国际会展二期扩建项目、成都自然博物馆钢结构专业分包工程等地标项目。公司承

建的新世界七大奇迹之首——北京大兴国际机场今年 9 月即将启用。 

（3）装配式建筑：领先技术，行业唯一全产业链企业 

精工钢构通过自主研发的精工绿筑 GBS 建筑体系，形成了基本覆盖主流建筑需求的五大产品

体系——住宅体系、公寓体系、学校体系、医院体系、办公楼体系，通过“直营 EPC 工程总承包”

和“成套技术加盟合作”两种模式同步推广装配式建筑。 

该体系具有以下创新点： 

a.拥有集成建筑成套技术体系，可以实现从结构体系装配化到外墙系统、装饰系统、设备管

线系统整体装配化，装配化率可达 50-95%； 

b.具有装配式建筑全生命周期的整体解决方案及工程服务能力，即服务内容涵盖设计、加工、

施工安装、运营维护全过程，故具备装配式建筑 EPC 实施能力； 

c.行业唯一的“PSC”技术创新，实现钢结构与混凝土混合运用（PS+PC），和装配式预制钢结

构、混凝土组合结构体系（PS*PC），提升钢结构在装配式建筑中的应用功能，解决了预制钢结构、



预制混凝土各自的缺陷； 

d.实现装配式建筑全生命周期的信息化管理：自主研发基于 BIM 信息化的“物联网平台”、

“仓库管理平台”等，构建信息化管理能力。 

报告期，公司技术加盟业务新签 2单；至此，累计加盟合作 6 家，涉及资源使用费 3.2 亿元。 

报告期，公司以直营业务模式承接了杭州市 2022 年第 19 届亚运会运动员村、技术官员村、

媒体村等工程项目；累计至目前，先后通过“直营 EPC 工程总承包”承接了包括温州市现代冷链

物流中心项目（4.09 亿元）、绍兴技师学院（筹）项目（6.04 亿元）等合计近 20 亿的项目。 

（4）EPC 工程服务总承包：业务模式转型，向产业链上游延伸。 

工程服务总承包商居于建筑业产业链的首端，占据着“代业主”的至高地位。同时，这个在

国外通行已久的业务模式，在中国却是新事物——2017 年国务院办公厅《关于促进建筑业持续健

康发展的意见》之后，中国建筑业才逐步开始探索这一建筑模式。对此，公司紧抓机遇，利用自

身的业务特点和技术优势，快速切入蓝海市场：公司依托在装配式绿色建筑、钢结构空间大跨建

筑、工业建筑领域的技术优势，借助 BIM 全生命周期信息化管理带来的建筑产业化升级，实现了

EPC 业务发展三线突破，即以装配式绿色建筑技术为核心的标准建筑领域 EPC、以钢结构空间大跨

建筑技术为核心的非标建筑领域 EPC 和以预制金属建筑技术为核心的工业建筑 EPC。 

报告期内，公司承接了 23.5 亿元的公共建筑——绍兴国际会展中心一期 EPC 工程，该项目是

公司以 EPC总承包模式承接的规模最大的集设计、采购、施工为一体的“交钥匙”工程，公司 EPC

转型之路将由此进入跨越发展阶段。 

2、积极应对控股股东之相关股东的债务违约问题，防止精功集团问题对本公司产生不良声

誉影响。 

报告期，公司控股股东之相关股东——精功集团发生了债务违约情况，由此对本公司及本公

司的控股股东——精工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精工控股”）声誉上产生负面影响。对此，

精工控股及本公司均采取了积极的措施，尽力消除这些负面影响： 

（1）控股股东采取的应对措施 

① 与合作方进行充分有效的沟通，减少相关方担忧。 

精功集团持有精工控股 45.9%股权，与第二股东中建信集团持股比例仅差 1.8%。故精工控股

具有相对独立的经营管理，与精功集团日常也无关联交易，仅有的对精功集团不足 2 亿的信用担

保均同时具有其它物权抵押，实质风险敞口很小。精功集团发生违约事件后，精工控股第一时间

向各合作方作积极正面的沟通，阐明大小精 gong 的区别，以及精工控股实质面临的风险不大，请

各方安心。 

② 确保生产经营平稳正常，经营业务逆势增长。 

③ 加强资金管理，通过新增授信、处置非主业资产等方式增强流动性。 

（2）本公司采取的措施 

精功集团违约事件对本公司主要是声誉上的影响。违约事件发生后，本公司也积极与投资人、

金融机构、客户等沟通，消除疑虑： 

①  精功集团乃间接股东，其债务纠纷不会直接传导至本公司。 

 



基于上述股权关系，公司的经营团队、业务发展、品牌技术等都具有独立性，不依赖于精功

集团。 

② 公司作为上市公司，严格遵守相关法律规范，防止大股东侵占上市公司资产、维护中小股

东利益。公司控股股东不存在非经营性占用或变相占用上市公司资金情况。目前公司也未有对精

功集团的关联交易和担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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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本公司根据财政部《关于修订印发 2019 年度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通 知》(财会

〔2019〕6 号)和企业会计准则的要求编制 2019 年度财务报表，此项会计政策变更采用追溯调整

法。 

2、 本公司自 2019 年 1 月 1 日起执行财政部修订后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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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保值》以及《企业会计准则第 37 号——金融工具列报》(以下简 称新金融工具准则)。根据新金

融工具准则的衔接规定，公司首次执行新金融工具准则，应当按照新准则的要求列报金融工具相

关信息，比较财务报表列报的信息与新准则要求不一致的，无需追溯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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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