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公司代码：601908                                                    公司简称：京运通 

北京京运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6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一 重要提示 

1.1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投资者欲了解详细内容，应当仔细阅读同时刊载于上

海证券交易所网站等中国证监会指定网站上的半年度报告全文。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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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京运通 601908 无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李道远 赵曦瑞 

电话 010-80803979 010-80803979 

传真 010-80803016-8298 010-80803016-8298 

电子信箱 ir@jytcorp.com ir@jytcorp.com 

二 主要财务数据和股东情况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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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25,362,083.04 10,572,194,524.26 -5.1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6,228,337,764.87 6,074,930,566.77 2.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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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0,374,622.78 -261,028,728.20 - 

营业收入 1,034,355,983.11 903,690,811.93 14.4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233,299,906.14 134,205,960.20 73.8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226,848,111.22 106,738,559.72 112.53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3.76 3.51 增加0.25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2 0.08 50.00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2 0.08 50.00 

2.2 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 股 

截止报告期末股东总数（户） 46,235 

截止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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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京运通达兴科技投资

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

有法人 
57.48 1,148,023,808 0 无  

华夏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

司－万能保险产品 
其他 2.74 54,695,431 54,695,431 无  

中国证券金融股份有限公

司 
国有法人 2.57 51,418,098 0 无  

上海汽车集团股权投资有

限公司 
国有法人 2.54 50,761,420 50,761,420 无  

安徽省铁路建设投资基金

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1.40 27,921,637 27,921,637 无  

安徽中安资本投资基金有

限公司 
国有法人 1.40 27,921,637 27,921,637 无  

招商财富－招商银行－宝

聚昌 1 号专项资产管理计

划 

其他 1.40 27,918,781 27,918,781 无  

宝盈基金－浦发银行－平

安信托－平安财富*创赢六

号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其他 1.37 27,411,167 27,411,167 无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华泰柏瑞惠利灵活配

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1.37 27,347,716 27,347,716 无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泓德泓富灵活配置混

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1.27 25,380,710 25,380,710 无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1）上述股东中，公司控股股东京运通达兴与其他股

东不存在关联关系，也不属于《上市公司股东持股变动

信息披露管理办法》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的

说明 
不适用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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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适用。 

2.4 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适用 √不适用  

三 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报告期内，公司生产经营活动正常开展，四大事业部制管理模式运行顺畅，各业务板块之间

相互促进，协同发展，公司业绩继续增长，产业链布局得到进一步巩固。   

报告期内，公司高端装备业务与去年同期相比，营业收入呈现较大幅度增长，毛利率水平也

有所提升，为公司上半年业绩作出了积极贡献，这主要得益于太阳能光伏产业上游受下游拉动而

逐渐回暖，公司抓住时机寻求业务机会，并凭借优质的产品与服务赢得了客户信赖。公司新材料

业务方面，经过了去年的大幅增长，报告期内营业收入相比去年同期有所下降，但毛利率水平得

到提升。新能源发电业务方面，公司光伏电站装机规模继续扩大，截至2016年6月30日，公司已并

网的光伏电站累计装机容量共计486.94MW（含地面电站和分布式电站），为公司提供了持续稳

定的现金流来源。受市场供需情况、产品价格波动等因素影响，公司无毒脱硝催化剂业务在报告

期内表现欠佳，但公司已从多方着手，努力开拓市场，提升产品知名度，陆续与相关单位展开多

项合作，并继续重视和推进既定研发工作，力争在下半年改善现状，为公司业绩贡献力量。公司

新开设的环保工程业务，虽然业务规模尚有提升空间，但该业务发展较快，报告期内营业收入较

去年同期也有大幅提升。 

下半年，公司将继续开拓新能源发电业务提高装机容量；努力保持高端装备业务和新材料业

务的发展势头，通过研发和外部合作等方式推动产业升级；积极拓展节能环保业务，重视环保工

程业务的开发，尽最大努力提升公司业绩。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1,034,355,983.11元，同比增长14.46 %；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233,299,906.14元，同比增长73.84%；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

净利润226,848,111.22元，同比增长112.53%；实现基本每股收益0.12元，同比增长50.00%。 

(一) 主营业务分析 

1 财务报表相关科目变动分析表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科目 本期数 上年同期数 变动比例（%） 

营业收入 1,034,355,983.11 903,690,811.93 14.46 



营业成本 640,213,514.84 656,914,203.32 -2.54 

销售费用 14,280,752.59 7,562,775.04 88.83 

管理费用 85,222,268.48 70,774,078.90 20.41 

财务费用 48,969,675.05 48,292,847.61 1.40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80,374,622.78 -261,028,728.20 -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675,586,807.37 -736,778,737.86 -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415,389,051.00 984,484,552.60 -142.19 

研发支出 43,122,655.26 30,109,365.47 43.22 

销售费用变动原因说明:主要原因为本期扩大销售规模所致。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变动原因说明:主要原因为本期销售回款增加所致。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变动原因说明:主要原因为本期收回部分到期理财产品。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变动原因说明:主要原因为本期归还到期银行借款所致。 

研发支出变动原因说明:主要原因是公司加大研发投入致本期研发支出比上期有所增长。 

2 其他 

(1) 公司利润构成或利润来源发生重大变动的详细说明 

报告期内，公司利润构成或利润来源未发生重大变动。 

(2) 公司前期各类融资、重大资产重组事项实施进度分析说明 

不适用。 

(3) 经营计划进展说明 

报告期内，公司严格按照前期披露的经营计划执行，工作进展顺利。 

(二) 行业、产品或地区经营情况分析 

1、 主营业务分行业、分产品情况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主营业务分行业情况 

分行业 营业收入 营业成本 
毛利率

（%） 

营业收

入比上

年增减

（%） 

营业成

本比上

年增减

（%） 

毛利率比上

年增减（%） 

高端装备业务 224,017,094.94 105,954,962.61 52.70 363.48 271.51 
增加 11.71 个

百分点 

新材料业务 459,898,334.35 335,018,945.71 27.15 -21.45 -32.54 

增加              

11.98 个 

百分点 

新能源业务 227,087,708.88 82,404,561.41 63.71 51.23 89.92 
减少 7.39 个

百分点 

节能环保业务 22,369,477.97 21,998,185.82 1.66 -77.37 -69.22 
减少 26.04 个

百分点 



主营业务分产品情况 

分产品 营业收入 营业成本 
毛利率

（%） 

营业收

入比上

年增减

（%） 

营业成

本比上

年增减

（%） 

毛利率比上

年增减（%） 

设备 224,017,094.94 105,954,962.61 52.70 363.48 271.51 
增加 11.71 个

百分点 

硅棒 112,346,616.75 89,518,911.50 20.32     

硅片 347,551,717.60 245,500,034.21 29.36 -40.64 -50.57 
增加 14.18 个

百分点 

电力 227,087,708.88 82,404,561.41 63.71 51.23 89.92 
减少 7.39 个

百分点 

无毒脱硝催化

剂 
4,325,373.50 7,737,052.04 -78.88 -95.45 -88.68 

      

环保工程 18,044,104.47 14,261,133.78 20.97 365.98 358.59 
增加 1.28 个

百分点 

2、 主营业务分地区情况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地区 营业收入 营业收入比上年增减（%） 

 西北地区  148,420,757.50 17.01 

 华南地区  21,393,448.22 不适用 

 华东地区  639,378,584.10 -12.00 

 华北地区  124,016,558.09 408.97 

 海外地区  163,268.23 28,280.16 

(三) 核心竞争力分析 

报告期内，为进一步完善公司的法人治理结构，促进公司建立、健全激励约束机制，充分调

动公司高层管理人员的积极性、责任感和使命感，公司实施了股权激励计划。同时，公司公开发

行公司债券的计划也在稳步推进中。 

1、 产业布局稳固，研发创新优势明显 

经过多年探索和优化，公司已形成较为成熟的各业务板块间协同发展模式并将其不断深化稳

固。公司在光伏发电产业上游和下游均有业务布局，整体规划，合理安排，减少损耗，提升业绩。

在保证传统优势业务稳步发展的同时，公司积极开拓节能环保工程业务，并将这些较新开拓的业

务板块与公司原有的技术优势、人才优势结合起来， 

2、 优化管理模式，重视人才培养 

公司实行集团化管控以来，管理模式不断优化，为各项业务顺利开展奠定了更加坚实的基础。



同时，公司更加重视培养人才和调动员工积极性。报告期内，公司顺利实施了限制性股票激励计

划。这一计划的实施有效地将股东利益、公司利益和经营者个人利益结合在一起，使得公司管理

层能够更加关注公司的长远发展，并为之共同努力。 

3、 财务状况良好，融资渠道畅通 

公司财务状况良好，融资渠道相对畅通，可综合运用多种资本工具解决业务拓展中面临的资

金需求，在同行业竞争中处于有利地位。报告期内，公司董事会和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

司符合公开发行公司债券条件的议案》、《关于公开发行公司债券方案的议案》，公司拟发行不超过

人民币 24 亿元（含人民币 24 亿元）的债券，用于偿还金融机构借款、补充流动资金及适用的法

律法规允许的其他用途。目前债券发行项目正在稳步推进中，若本次债券成功发行，将有效降低

公司财务风险，提高生产经营效率，对实现公司长期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四) 投资状况分析 

1、 对外股权投资总体分析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报告期内投资额  108,288,000.00 

 上年同期投资  24,850,000.00 

 投资额增减变动数 83,438,000.00 

 投资额增减幅度（%）  335.77 

 

被投资的公司名称 主要业务 投资比例 

嘉善京运通新能源有限公司 太阳能光伏发电     100.00  

嘉兴银阳新能源有限公司 太阳能光伏发电     100.00  

遂川兴业绿色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太阳能光伏发电      10.00  

嘉兴盛阳新能源有限公司 太阳能光伏发电     100.00  

北京融和晟源售电有限公司 电力供应      15.00  

西乌珠穆沁旗金山华扬新能源有限公司 太阳能光伏发电      51.00  

无锡京运通光伏发电有限公司 太阳能光伏发电     100.00  

前郭县一明光伏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太阳能光伏发电     100.00  

 



2、 非金融类公司委托理财及衍生品投资的情况 

(1) 委托理财情况 

□ 适用 √不适用  

(2) 委托贷款情况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借款方名称 委托贷款金额 贷款期限 
贷款

利率 

借款

用途 

抵押物或担保

人 

是否

逾期 

是否

关联

交易 

是否

展期 

是否

涉诉 

资金来

源并说

明是否

为募集

资金 

关联

关系 
预期收益 投资盈亏 

贵州兴业绿色能

源科技有限公司 
99,820,000.00 

2016.4.25-

2016.11.15 
6% 

项目

建设 

湖南兴业绿色

能源股份有限

公司 

否 否 否 否 否 其他     3,410,516.67      1,114,656.67  

贵州兴业绿色能

源科技有限公司 
99,820,000.00 

2016.6.15-

2016.11.15 
6% 

项目

建设 

湖南兴业绿色

能源股份有限

公司 

否 否 否 否 否 其他     2,562,046.67      266,186.67  

遂川兴业绿色能

源科技有限公司 
33,411,000.00 

2016.3.9-2

016.10.15 
6% 

项目

建设 

湖南兴业绿色

能源股份有限

公司 

否 否 否 否 否 
联营

公司 
    1,230,638.50      634,809.00  

湖北鑫业绿色能

源科技有限公司 
29,106,000.00 

2016.4.15-

2016-10.15 
6% 

项目

建设 

湖南兴业绿色

能源股份有限

公司 

否 否 否 否 否 其他     892,584.00     373,527.00 



3、 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公司募集资金的使用情况已在《公司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中披露，详

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http://www.sse.com.cn。 

4、 主要子公司、参股公司分析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公司名称 主要产品或服务 
注 册 资 本

（万元） 
总资产 净资产 净利润 营业收入 营业利润 

天能运通 

单晶硅棒、多晶

硅锭的生产和销

售 

32,500 1,532,592,432.03 498,403,315.36 36,152,862.49 207,449,150.74 42,093,614.46 

无锡荣能 

单晶硅棒、多晶

硅锭、单晶、多

晶硅片的生产和

销售 

668 万美元 817,807,314.06 100,820,993.29 29,895,951.79 399,933,984.70 34,651,055.95 

无锡京运通光

伏 
太阳能光伏发电 2,000 32,371,979.82 4,911,557.28 3,911,557.28 72,693,000.09 5,215,409.71 

宁夏盛阳 太阳能光伏发电 18,500 261,558,892.50 253,662,013.69 8,343,945.94 17,650,443.92 9,020,482.10 

宁夏振阳 太阳能光伏发电 31,500 1,078,013,105.03 499,172,851.00 26,424,622.56 58,031,100.76 26,424,622.56 

宁夏银阳 太阳能光伏发电 25,200 544,502,798.66 276,772,049.03 7,449,317.73 25,109,303.32 7,449,317.73 

宁夏远途 太阳能光伏发电 25,200 447,910,591.49 284,969,387.49 14,980,427.57 25,653,747.02 14,980,427.57 

宁夏盛宇 太阳能光伏发电 200 277,586,048.91 42,370,097.32 7,361,743.05 16,150,838.21 7,361,743.05 

石嘴山京运通 太阳能光伏发电 400 173,065,219.57 6,438,643.38 2,438,643.38 4,615,384.62 2,438,643.52 

京运通（香港） 国际贸易 
2,000 万港

元 
29,224,361.29 24,722,649.56 491,744.87 63,125,197.03 610,584.33 

海宁京运通 太阳能光伏发电 30,000 770,926,253.21 292,408,467.05 15,661,460.05 34,469,056.13 7,613,688.39 

山东天璨 

脱硝催化剂、汽

车尾气催化剂及

其器件的研发、

生产、销售 

3,000 494,078,403.66 -42,076,041.65 -29,287,896.77 8,971,653.43 -30,329,672.47 

桐乡京运通 太阳能光伏发电 10,000 367,854,606.26 105,610,183.66 4,686,012.12 13,450,982.93 4,683,141.14 

平湖京运通 太阳能光伏发电 10,500 310,967,659.59 103,256,695.49 3,040,892.40 8,497,422.87 3,020,562.40 

嘉善京运通 太阳能光伏发电 1,000. 67,807,180.49 12,345,529.18 2,345,529.18 3,622,947.75 2,345,529.33 

海盐京运通 太阳能光伏发电 3,000 170,471,042.58 35,052,296.71 4,880,727.83 6,760,653.79 4,880,397.83 

嘉兴盛阳 太阳能光伏发电 1,000 26,529,105.30 10,531,292.30 531,292.30 928,770.06 531,292.30 

嘉兴银阳 太阳能光伏发电 1,000 95,639,461.07 13,099,830.93 3,099,830.93 4,365,227.98 3,099,830.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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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兴京运通 太阳能光伏发电 3,000 51,592,102.37 12,134,702.03 2,049,361.07 2,469,807.38 1,598,532.52 

武汉京运通 

环保工程研发、

设计、技术转让、

安装调试运行及

项目总承包 

5,000 31,785,781.85 2,420,329.28 727,312.34 18,044,104.47 797,837.33 

淄博京运通 太阳能光伏发电 200 34,068,529.97 2,596,504.10 596,504.10 1,834,086.86 596,504.10 

泰安盛阳 太阳能光伏发电 800 79,900,655.24 12,246,343.20 1,529,910.42 3,929,094.25 1,529,910.42 

5、 非募集资金项目情况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名称 项目金额 项目进度 
本报告期投

入金额 

累计实际投入

金额 

项目收益情

况 

硅晶材料产业园

（二期）项目 
700,000,000.00 

服务楼已竣工

并投入使用 
0 81,717,020.04  不适用 

合计 700,000,000.00 / 0 81,717,020.04 / 

非募集资金项目情况说明： 

硅晶材料产业园（二期）项目主要建设研发、服务楼，总投资 70,000 万元，建设期五年，服

务楼已经建成投入使用，研发楼将择机启动。 

四 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4.1 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发生变化的，公司应当说明情况、原因及其影

响。 

不适用。 

4.2 报告期内发生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公司应当说明情况、更正金额、原因及其影

响。 

   不适用。 

4.3 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对财务报表合并范围发生变化的，公司应当作出具体说明。 

本公司 2016 年半年度纳入合并范围的一级子公司共 45 户，二级子公司 1 户，详见公司 2016

年半年度报告附注九“在其他主体中的权益”。本公司本期合并范围比上期增加 11 户，减少 3 户，

详见公司 2016 年半年度报告附注八“合并范围的变更”。 

4.4 半年度财务报告已经审计，并被出具非标准审计报告的，董事会、监事会应当对涉及事项作

出说明。  

不适用。 

 董事长：冯焕培 

北京京运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6 年 8 月 25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