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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 原 重 工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一 重要提示

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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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中国证监会指定网站上仔细阅读年度报告全文。

1.2�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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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未出席董事情况

未出席董事职务 未出席董事姓名 未出席董事的原因说明 被委托人姓名

董事 张志德 出差 介志华

董事 范卫民 出差 张玉牛

1.4�致同会计师事务所为本公司出具了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

1.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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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原重工 600169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姓名 李迎魁

电话 0351-6361155

传真 0351-6362554

电子信箱 tyhi@tz.com.cn

1.6� � �公司2015年度拟不进行利润分配，也不进行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 本预案尚需提交公司2015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二 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一）业务范围

公司主营轨道交通设备、起重设备、风力发电设备、挖掘设备、海洋工程装备、焦炉设备、齿轮传动、轧

钢设备、锻压设备、煤化工设备、工程机械、港口机械、油膜轴承、铸锻件等产品及工程项目的总承包，产品

广泛应用于冶金、矿山、能源、交通、海工、航天、化工、铁路、造船、环保等行业。

（二）行业情况

重型机械行业是为金属冶炼与加工、矿山开采、能源开发、原材料生产等基础工业和国防工业提供重

大技术装备和大型铸锻件的基础工业。 重型机械行业涉及国家安全和国民经济命脉，在国民经济中占有

重要地位，对冶金、煤炭、电力、化工、建材、交通、航天、水利等基础工业和国防工业的生产发展与技术进

步有着重大影响。 重型机械行业一直是国家重点支持的领域，尤其是近年以来，为实现经济的转型升级，

国家制定了多项产业政策和发展规划大力推动装备制造业的振兴和发展， 重点支持高端装备制造业，取

得了一定的成效。近期，为应对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国家提出《中国制造2025》规划，立足我国转

变经济发展方式实际需要，围绕创新驱动、智能转型、强化基础、绿色发展、人才为本等关键环节，以及先

进制造、高端装备等重点领域，提出了加快制造业转型升级、提质增效的重大战略任务和重大政策举措，

力争到2025年使我国从制造大国迈入制造强国行列。 政策的支持必将带动行业的发展，公司作为重型机

械领域的骨干企业之一，也将从中受益。 同时新行业战略规划的实施，也将激发行业潜能，带动行业向前

发展，加快对以高端装备制造为代表的新兴市场的培育，从而形成新的经济增长点。

三 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摘要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2015年 2014年

本年比上年

增减(%)

2013年

总资产 28,399,857,294.05 27,600,712,956.24 2.90 23,771,914,703.92

营业收入 6,861,101,805.42 9,023,321,688.96 -23.96 9,551,413,326.73

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净利

润

22,112,021.45 32,134,979.94 -31.19 25,504,728.89

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扣除

非经常性损益

的净利润

-62,352,397.13 -51,013,448.85 -22.23 -14,421,407.50

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净资

产

5,435,486,714.11 5,412,821,516.04 0.42 5,405,171,354.01

经营活动产生

的现金流量净

额

-601,764,584.44 -1,442,215,853.86 58.27 -827,295,660.95

期末总股本 2,423,955,000.00 2,423,955,000.00 0 2,423,955,000

基本每股收益

（元／股）

0.0091 0.0133 -31.58 0.0105

稀释每股收益

（元／股）

加权平均净资

产收益率（%）

0.4077 0.59

减少0.18个百分

点

0.47

四 2015年分季度的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第一季度

（1-3月份）

第二季度

（4-6月份）

第三季度

（7-9月份）

第四季度

（10-12月份）

营业收入 1,318,644,686.38 1,665,416,544.15 1,548,229,554.43 2,328,811,020.4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利润

3,831,645.95 3,745,809.04 3,296,812.29 11,237,754.1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后的净利润

-38,372,778.81 1,028,639.70 -6,369,884.02 -18,638,374.00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净额

-330,407,377.47 -67,305,532.94 -68,318,912.62 -135,732,761.41

五 股本及股东情况

5.1 普通股股东和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数量及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截止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187,337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末的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187,068

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报告期内增减 期末持股数量 比例(%)

持有有限

售条件的

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东

（全称） 股份

数量

性质

状态

太原重型机械(集团)制造有

限公司

0 662,650,710 27.34 0 无 国有法人

太原重型机械集团有限公

司

0 198,417,015 8.19 0 无 国有法人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

任公司

50,819,400 50,819,400 2.1 0 无 未知

山西省经贸投资控股集团

有限公司

0 32,723,400 1.35 0 无 国家

中国证券金融股份有限公

司

21,656,998 21,656,998 0.89 0 无 未知

河南省兆腾投资有限公司 -3,100,000 18,603,089 0.77 0 无 未知

嘉实基金－农业银行－嘉

实中证金融资产管理计划

12,998,800 12,998,800 0.54 0 无 未知

广发基金－农业银行－广

发中证金融资产管理计划

12,612,600 12,612,600 0.52 0 无 未知

银华基金－农业银行－银

华中证金融资产管理计划

11,807,202 11,807,202 0.49 0 无 未知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中证500交易型开放式

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5,068,493 7,939,829 0.33 0 无 未知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太原重型机械集团有限公司控股本公司第一大股东太原重型机械（集团）制造有限

公司，太原重型机械集团有限公司是本公司的实际控制人。

5.2公司与控股股东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的方框图

公司与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的方框图

六 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报告期内，公司采取积极措施应对宏观经济形势和市场变化，通过细化目标成本管理，控制非生产性

支出等有效措施，提升公司精细化管理水平。 2015年公司全年实现营业收入68.6亿元，净利润2211万元。

七 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7.1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公司应当说明情况、原因及

其影响。

公司于2015年4月27日召开第六届董事会2015年第二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公司《关于会计估计变

更议案》，同意公司根据实际并结合行业应收款项坏账准备计提情况，对坏账准备计提比例进行调整，预

计本次会计估计变更将增加公司2015年度合并利润总额约17,161.68万元人民币。 公司于2015年4月28

日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及上交所网站（http://www.sse.com.cn）上进行了披露。

7.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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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

7.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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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年度合并范围新增两家子公司：分别为太原重工新能源装备有限公司、太原重工轨道交通进出口

有限公司；减少一家子公司：内蒙古七和风力发电有限公司。

7.4年度财务报告被会计师事务所出具非标准审计意见的， 董事会、 监事会应当对涉及事项作出说

明。

无

太原重工股份有限公司

2015年3月12日

证券代码：600169� � � � � � �证券简称：太原重工 编号：临2016-010

太原重工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太原重工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于2016年3月9日在公司召开， 应到董事9名，实

到董事7名，另有2名董事授权委托其他董事代为出席会议，5名监事列席了会议。 会议审议并经过投票表

决，一致通过如下决议：

一、通过公司2015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二、通过2015年董事会工作报告。

三、通过关于公司2015年度利润分配和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的预案。

由于受全球经济复苏艰难，国内经济下行压力持续加大的影响，公司流动资金相对不足，基于公司今

后发展的考虑，拟2015年度不进行利润分配，也不进行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 2015年度实现的利润将用

于补充公司流动资金。 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经表决一致通过上述预案，公司独立董事也发表

了同意该预案的独立意见。

上述利润分配和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的预案须提请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四、通过关于预计公司2016年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关联董事回避了上述关联交易的表决，决议把该议案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具体内容详见“关于预计

公司2016年日常关联交易的公告”（临2016-012）。

五、通过公司2015年度内部控制评价报告。

六、通过公司2015年度内部控制审计报告。

七、通过关于续聘致同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含内控审计，其报酬为80万元。

八、通过关于处理财产清查结果等事项的议案。

1、因部分存货及机器设备毁损和报废，经核实该部分资产确实无法使用，公司拟将其确认为财产损

失处理，净损失30,560.48元；部分存货盘盈，金额371,408.30元。 以上两项实物清查净损失-340,847.82

元。

2、对确实无法收回，根据有关规定确认为坏账损失的，共计13,746,734.87元，剔除已计提坏帐准备

4,310,212.64元，净值为9,436,522.23元，做核销处理。

九、通过关于公司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2015年度）。

十、通过关于召开2015年度股东大会的议案，大会召开时间等事项另行通知。

特此公告。

太原重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6年3月12日

证券代码：600169� � � � � � �证券简称：太原重工 编号：临2016-011

太原重工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太原重工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会议于2016年3月9日在公司召开， 应到监事5名，实

到监事5名，会议审议并经过投票表决，一致通过如下决议：

一、通过2015年监事会工作报告。

二、通过2015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三、通过公司2015年年度报告的审核意见。

1、2015年年度报告的编制和审议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公司章程和公司内部管理制度的各项规定；

2、报告的内容和格式符合中国证监会和证券交易所的各项规定，所包含的信息从各个方面真实地反

映了公司2015年度的经营管理和财务状况等；

3、在提出本审核意见前，没有发现参与2015年度报告编制和审议的人员有违反保密规定的行为。

四、通过关于预计公司2016年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五、通过关于公司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2015年度）。

六、通过公司2015年度内部控制评价报告。

特此公告。

太原重工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16年3月12日

证券代码：600169� � � � �证券简称：太原重工 公告编号： 临2016-012

太原重工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预计公司

2016

年日常关联交易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日常关联交易的预计需要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日常关联交易是公司正常生产经营的需要，对公司的发展具有积极意义。 各项关联交易协议均以

签订经济合同形式确认，定价结算办法是以市场公允价格为定价依据，体现公平交易的原则，不存在损害

公司和股东利益的情况。 不会对关联方形成较大的依赖。

一、日常关联交易基本情况

1、日常关联交易履行的审议程序

2016年3月9日召开的太原重工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通过了关于预计公司2016

年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关联董事回避了上述关联交易的表决，决议把该议案提交股东大会审议，与该项

交易有利害关系的关联股东将在股东大会上对相关议案回避表决。

本公司独立董事同意上述日常关联交易的预计，认为，上述日常关联交易的预计，符合公司经营和发

展的实际情况，客观合理、公允，不会损害公司和股东的利益，决策程序符合有关法规和“公司章程” 的规

定。

2、前次日常关联交易的预计和执行情况

序号 关联交易类别 关联人

上年预计金额

（万元）

上年实际发

生金额（万

元）

预计金额与实际发生金额差异较

大的原因

1

向关联人采购与主业

有关的各种原材料等

太原重型机械集团煤

机有限公司

300左右 192.31 需求量减少

榆次液压集团有限公

司

41.43 向关联方零星采购

太重集团榆次液压工

业有限公司

7500左右 4540.83

招投标采购， 非关联企业中标减

少

太原重型机械集团机

械设备科技开发有限

公司

200左右 155.15

智奇铁路设备有限公

司

200左右 212.74

太重集团机械设备租

赁有限公司

512.82 新增业务

太重香港国际有限公

司

13000左右 14682.89

2

向关联人购买生产经

营所需水、电、煤、气等

燃料和动力

3

向关联人销售上市公

司产品等

太原重型机械集团煤

机有限公司

700左右 429.11

与关联方协作减少， 向关联方销

售产品减少

智奇铁路设备有限公

司

1500左右 225.11

受市场影响， 向关联方销售的产

品减少

太重集团榆次液压工

业有限公司

300左右 223.40

北京太重机械成套设

备有限公司

600左右 268.38 向关联方销售产品订单减少

太重集团机械设备租

赁有限公司

6000左右 2144.01 向关联方销售产品订单减少

太重香港国际有限公

司

1199.08 新增业务

4 向关联人提供劳务

太原重型机械集团煤

机有限公司

600左右 358.52 向关联方提供劳务减少

太重香港国际有限公

司

199.27 新增业务

榆次液压集团有限公

司

50左右 0.01 零星提供劳务

太重集团榆次液压工

业有限公司

2.71 零星提供劳务

北京太重机械成套设

备有限公司

50左右 0.59 零星提供劳务

5

接受关联人提供的劳

务

太原重型机械集团煤

机有限公司 300左右

143.34 接受关联方提供的加工劳务减少

榆次液压集团有限公

司

13.68 零星接受劳务

3、本次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金额和类别

关联交易

类别

关联人

本次预

计金额

（万元）

占同类业

务比例

（%）

本年年初至披

露日与关联人

累计已发生的

交易金额

上年实际发

生金额（万

元）

占同类业

务 比 例

（％）

本次预计金额与上年实际

发生金额差异较大的原因

向关联人

购买原材

料

太原重型机

械集团煤机

有限公司

300左右 0.06 192.31 0.04

太重集团榆

次液压工业

有限公司

6000左

右

1.10 24.23 4540.83 0.83 预计同类产品采购量增大

太原重型机

械集团机械

设备科技开

发有限公司

300左右 0.06 42.46 155.15 0.03

智奇铁路设

备有限公司

300左右 0.06 212.74 0.04

太重集团机

械设备租赁

有限公司

700左右 0.13 128.21 512.82 0.09

太重香港国

际有限公司

15000左

右

2.76 1997.38 14682.89 2.70

向关联人

销售产品、

商品

太原重型机

械集团煤机

有限公司

2600左

右

0.38 429.11 0.06

预计向关联方销售产品订

单增加

智奇铁路设

备有限公司

300左右 0.04 96.20 225.11 0.03

太重集团榆

次液压工业

有限公司

600左右 0.09 4.4 223.40 0.03

预计向关联方销售产品订

单增加

北京太重机

械成套设备

有限公司

400左右 0.06 268.38 0.04

预计向关联方销售产品订

单增加

太重香港国

际有限公司

2000左

右

0.29 265.91 1199.08 0.17

预计向关联方销售产品订

单增加

向关联人

提供劳务

太原重型机

械集团煤机

有限公司

300左右 0.04 358.52 0.05

太重香港国

际有限公司

300左右 0.04 199.27 0.03

接受关联

人提供的

劳务

太原重型机

械集团煤机

有限公司

300左右

0.06 41.36 143.34 0.03

预计接受关联方提供

的加工劳务增加

二、关联方介绍和关联关系

1、公司名称：太原重型机械集团煤机有限公司

法人代表：王创民

注册资本：116,359万元人民币

地 址：太原经济技术开发区电子街25号

经营范围：采掘设备、输送（刮板机、皮带机）设备、辅助运送（无轨胶轮车、提升机）设备、电器成套

设备、露天采掘设备、洗选煤设备、煤焦设备、煤炭气化设备及其工矿配件的制造、销售、安装、修理、改造、

检测、调试，技术开发、设计、引进转让、咨询服务。

太原重型机械集团煤机有限公司是本公司实际控制人太原重型机械集团有限公司控股的子公司；符

合《股票上市规则》第10.1.3条第（二）项规定的情形。 是本公司的关联法人。

该公司前期与本公司的关联交易均正常履约，目前，该公司经营和财务状况正常，具备履约能力。

2、太重集团榆次液压工业有限公司

法人代表：王创民

注册资本：16,000万元人民币

地 址：山西省晋中市榆次经纬路256号

经营范围：生产经销液压元件及液力件，液压系统及装置、液压辅件及附件、液压密封件、气动元件、

通用仪器仪表、电子产品、金属材料（稀有金属除外）；机械加工、制造。

太重集团榆次液压工业有限公司是本公司实际控制人太原重型机械集团有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符

合《股票上市规则》第10.1.3条第（二）项规定的情形。 是本公司的关联法人。

该公司前期与本公司的关联交易均正常履约，目前，该公司经营和财务状况正常，具备履约能力。

3、太原重型机械集团机械设备科技开发有限公司

法人代表：王吉生

注册资本：95万元人民币

地 址：太原市万柏林区玉河街康乐巷25号

经营范围：普通机械、电器机械的安装调试、修理、技术咨询、转让及新产品的研制、机械承重拉索、钢

丝绳吊索的制作；办公用品、五金工具、化工产品（不含国家控制品）、普通机械、电器机械零部件、钢材的

批发零售。

太原重型机械集团机械设备科技开发有限公司是本公司实际控制人太原重型机械集团有限公司的

全资子公司，符合《股票上市规则》第10.1.3条第（二）项规定的情形。 是本公司的关联法人。

该公司前期与本公司的关联交易均正常履约，目前，该公司经营和财务状况正常，具备履约能力。

4、北京太重机械成套设备有限公司

法人代表：郭有毅

注册资本：100万元人民币

地 址：北京市宣武区白纸坊西街20号1006室

经营范围：销售机械设备；设备维修；技术开发；信息咨询(不含中介服务)。

北京太重机械成套设备有限公司是本公司实际控制人太原重型机械集团有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符

合《股票上市规则》第10.1.3条第（二）项规定的情形。 是本公司的关联法人。

该公司前期与本公司的关联交易均正常履约，目前，该公司经营和财务状况正常，具备履约能力。

5、智奇铁路设备有限公司

法人代表：张玉牛

注册资本：16,071.43万元人民币

地 址：太原市经济技术开发区坞城南路189号

经营范围：一般经营项目：研发、设计、生产、销售、维修机车车辆的主要部件、高速铁路有关技术与设

备制造以及地铁、城市轻轨的机车组及主要部件，提供相关的技术和服务；进出口业务：相关原辅材料销

售、技术服务及设备租赁业务；信息咨询业务；采购生产、组织和维修公司产品所需的技术、原辅材料、设

备和零部件。

智奇铁路设备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智奇公司）是智波交通运输设备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智波公

司）和意大利路奇霓铁路产品集团于2007年10月发起设立的中外合资企业，由智波公司控股70%。

2012年底，根据山西省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的决定，由本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太原重型机械集团

有限公司受托管理智波公司40%的股权并实际控制智奇公司。智奇公司符合《股票上市规则》第10.1.3条

第（二）项规定的情形。 是本公司的关联法人。

该公司前期与本公司的交易均正常履约，目前，该公司经营和财务状况正常，具备履约能力。

6、太重香港国际有限公司

法人代表：杜美林

注册资本：1,000万元港币

地 址：香港金钟道89号力宝中心二期36楼4B室

经营范围：无限定业务

太重香港国际有限公司是本公司实际控制人太原重型机械集团有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符合《股票

上市规则》第10.1.3条第（二）项规定的情形。 是本公司的关联法人。

目前，该公司经营和财务状况正常，具备履约能力。

7、太重集团机械设备租赁有限公司

法人代表：贺吉

注册资本：5,000万元人民币

地 址：太原市万柏林区玉河街53号科技大楼1015室

经营范围：工程机械、矿山机械、通用机械设备的租赁、销售和维修服务。

太重集团机械设备租赁有限公司是本公司实际控制人太原重型机械集团有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符

合《股票上市规则》第10.1.3条第（二）项规定的情形。 是本公司的关联法人。

目前，该公司经营和财务状况正常，具备履约能力。

三、定价政策和定价依据

以上关联交易均以市场公允价为交易价。

四、交易目的和交易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本公司与关联方的关联交易主要是购买原材料、销售产品和接受劳务等。 本公司与关联方的关联交

易是正常生产经营的需要，对公司的发展具有积极意义。 各项关联交易协议均以签订经济合同形式确

认，定价结算办法是以市场公允价格为定价依据，体现公平交易的原则，不存在损害公司和股东利益的情

况。 不会对关联方形成较大的依赖。

五、关联交易协议签署情况

有关关联交易的协议，将根据公司生产经营工作的进程，主要采取招投标方式定标后，分别与关联方

签订经济合同。

特此公告。

太原重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6年3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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