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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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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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秦川机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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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0837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付林兴

夏杰莉

办公地址

陕西省宝鸡市姜谭路 22 号

陕西省宝鸡市姜谭路 22 号

电话

0917-3670654

0917-3670654

电子信箱

fulx@qinchuan.com

zhengquan@qinchuan.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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营业收入（元）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的净利润（元）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1,658,249,593.03

1,651,380,191.89

0.42%

5,772,101.11

3,900,941.49

47.97%

-15,461,012.77

-15,260,417.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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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109,192,434.26

-137,576,734.38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083

0.0056

48.21%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083

0.0056

48.21%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0.23%

0.14%

0.09%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
减

上年度末

总资产（元）

9,189,584,889.71

9,055,794,529.23

1.4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2,560,848,576.46

2,554,114,325.95

0.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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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3,4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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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陕西省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国有法人

15.94%

110,499,048

陕西省产业投资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14.59%

101,196,554

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4.08%

28,275,690

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2.04%

14,127,275

王京先

境内自然人

0.81%

5,647,490

顾鹤富

境内自然人

0.35%

2,443,739

张治中

境内自然人

0.31%

2,120,000

陆燚

境内自然人

0.30%

2,060,000

王桂英

境内自然人

0.18%

1,261,800

吴珍珠

境内自然人

0.17%

1,176,200

持有有限售条 质押或冻结情况
件的股份数量 股份状态 数量
110,499,048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陕西省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与陕西省产业投资有限
公司为一致行动人。其他股东关联关系不详。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明（如有）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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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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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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 年上半年秦川集团在机床工具行业持续低迷，下游汽车、工程机械等行业投资放缓，中美贸易摩擦持续发酵，环
保治理深入的不利因素下，坚持“技术领先、模式取胜”，坚定“三个1/3”产业布局，以“向存量要效益、向管理要效益、
向改革要效益”为路径，通过整合完善供应链体系、加大重点项目投资力度、挖掘市场新需求、缩短在研项目产业化进程、
保证在手订单交付等多种工作措施，并取得了一定的工作成效。上半年实现营业收入16.58亿元，与上年同期16.51亿元比较，
增长0.42%，完成年度预算指标50%；利润总额3448.36万元，与上年同期2044.07万元比较，增长68.7%，完成年度预算指标
75.4%；归属于集团母公司所有者净利润577.21万元，与上年同期390.09万元比较，同比增长47.97%，完成年度预算指标的
37.6%。
“三个1/3”产业板块经营情况：
（一）数字制造工艺装备链板块
1、智能主机—齿轮加工机床：YK7263/7363,YK72150新品均实现首台销售。重大专项产品YKG73100、YK73400、YK73400T
6月份完成了第三方检测。先后成立了3个“双创”团队，其中 “YK7340A成形砂轮磨齿机工艺单元推进”项目，在技术攻关、
工艺优化、装配质量方面成绩显著。
2、智能主机—车床及通用数控加工中心类、专机类机床：上半年完成新产品设计7项，新投入新产品试制3项，完成新
产品试制4项，完成了一大批特殊订货和产品改制任务。4月北京国际机床博览会上，展出的8台全新防护、全新液晶显示的
机床及“宝机云”服务平台，吸引了大批航天、航空、军工、汽车、职业院校等国内外客商参观。自主研发的BJTL16高压油
泵驱动单元凸轮轴智能生产线被中国机床工具工业协会评为“2018年度自主创新十佳”，企业荣获“2018年度先进会员”。
完成BL5-C、BM8-H两台智能机床工业样机的试制。汽车零件智能制造生产线，完成了机器人视觉系统、自动测量系统的并线
运行。
3、智能主机—螺纹磨床及外圆磨床系列：螺纹磨床在新领域需求新市场抢抓合同，有效弥补常规产品订单不足，如机
床的大修和数控化升级改造业务；出口印度的成线成套数控丝杠磨床、数控内螺纹磨床系列。外圆磨床突出大型普通机床、
全功能数控机床与专机、普及型数控机床等三大类产品销售，数控磨床订货增加明显，而且大规格磨床销售稳中有增。
4、刀具/工夹具业务：刀具业务全面推动德标AA标准、产品水平国际化、生产流程全节点强化考核与快速反应机制。2018
年开发的双联双工位高效滚刀、超薄叉形叶根组合铣刀、焊合金刀片杆式叶根铣刀、整体硬质合金叶根铣刀、硬质合金车（刮）
齿刀、装配式硬质合金渐开线拉刀、键槽组合推刀、焊接式硬质合金高效滚刀等新产品，2019年上半年形成产值3590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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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应用于“三航两机”、军工、汽车、轿车、新能源装备、变速传动、工程机械等领域。在山东青岛建立了刀具配送修磨
服务中心。工装夹具业务主要在液压夹具的可靠性方面做了大量的攻关工作，粘接胀套的工艺改进已全部完成任务。
（二）关键零部件板块
1、功能部件产品。导轨在提高品质、缩短交货期的同时，与西交大联合申报实施“智能导轨”项目，向高质量发展卖
出实质性步伐。精密齿轮市场今年有所回暖，德莱塞齿轮、伦茨齿轮上半年订货量有一定增量，蜗轮副需求较旺。汉德电动
车桥齿轮及卡车桥内齿圈项目，目前部分设备已投入到位，批量化生产推进正在有序推进。
2、机器人关节减速器产品。通过持续设备技改,进一步优化、完善工艺，理顺生产流程，提升管理水平，生产能力得到
大幅度提升。通过不断强化市场开拓，着重战略客户的培育，BX减速器销售量持续增长，1-6月,累计销售同比增长79%。
3、铸件产品，上半年在原材料价格仍处于高位的情况下，通过加强市场开拓，原有风电铸件市场订单增多，开发的重
点新客户部分产品已进入批量生产，部分完成样件供货。持续优化铸造工艺，加强质量不良率考核，控制关键产品的工序质
量，铸件废品率同比下降3.4个百分点。
（三）服务型制造业板块
1、中空吹塑模具业务，200升以上大型吹塑模具上半年订货量大幅增长，同比增长近45 %。
2、设计、制造三台机器人关节减速器综合试验台，该设备可以测试精密减速器的传动链误差、回差、空载启动转矩、
传动效率、刚性和齿隙、增速启动转矩。
3、客户定制的SC800A数控刷床已经通过预验收，该机床以KUKA 360KG机器人为核心控制单元，检测、抛光、清洗融为
一起，可实现自动诊断、自动补偿、来料检测等高端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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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计政策变更的内容和原因

审批程序

备注

根据财政部发布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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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修订的《企业会计准则第 7 号—非货币性资产交换》
（财会[2019]8 号）
、
《企业会计准则第 变更会计政策
12 号—债务重组》
（财会[2019]9 号）
，公司对相关会计政策进行变更，1、对财务报表相关项目 的议案经公司
进行列报调整，并对可比会计期间的比较数据相应进行调整；2、非货币性资产交换的会计政策 第七届董事会
变更：重新明确了概念和应适用其他准则的情形、确认时点、计量基础和核算方法及相关信息 第十六次会议
披露要求等；3、债务重组会计政策变更：对债务重组定义、成本计量原则、会计处理及信息披 审议通过。
露要求等重新规定、明确。

财政部于2018年6月15日发布了《关于修订印发2018年度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通知》[财会〔2018〕
15号]，公司按照文件对财务报表格式及列报进行了调整。其中：因利润表增加“研发费用”项目的列报
要求变化对可比期间数据进行追溯调整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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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影响上期合并利润表相关项目
管理费用
研发费用
对利润总额的影响
影响上期母公司利润表相关项目
管理费用
研发费用
对利润总额的影响

调整前
（1）

调整后
（2）

155,498,510.72
——
45,408,127.02
——

差异
（3）=（2）-（1）

133,680,403.02
21,818,107.70
——

-21,818,107.70
21,818,107.70

32,824,472.19
12,583,654.83
——

-12,583,654.83
12,583,654.83

上述会计政策变更对公司报告期资产总额、负债总额、净资产、净利润无重大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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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期新设立子公司陕西秦尚数字物流设备有限公司，纳入合并报表范围。

秦川机床工具集团股份公司
2019年8月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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