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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代码：600165                                                  公司简称：新日恒力 

 

宁夏新日恒力钢丝绳股份有限公司 

2015 年年度报告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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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会议。 

 

1.4     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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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日恒力 600165 宁夏恒力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赵丽莉 唐志慧 

电话 0952-3671222 0951-6898015 

传真 0951-6898221 0951-6898221 

电子信箱 root@nxhengli.com.cn root@nxhengli.com.cn 

 

1.6     经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2015年度母公司实现净利润58,955,292.60

元，加年初未分配利润-73,060,184.54 元，2015 年末母公司累计可供股东分配的利润为

-14,104,891.94 元，故本年度公司不实施利润分配。公司已于 2015 年中期实施了资本公积金

转增股本，故不再实施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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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一）金属制品   

1、主要业务   

公司是中国最大的钢丝绳、预应力混凝土用钢绞线制造企业之一；公司主导产品多达 70 多个

品种、1500 多个规格，居国内同行业厂家之首。公司通过了 ISO9001:2000 质量体系认证、ISO10012

测量管理体系认证、中国船级社（CCS）质量体系认可、英国劳埃德船级社（LR）工厂认可、美

国石油协会（API）会标使用权认证，公司生产的 35 个结构的钢丝绳产品获得国家矿用产品安全

标志证书，钢丝绳、钢绞线两大类产品获国家质量免检产品证书、中国驰名商标及宁夏名牌产品

称号。公司技术装备水平在国内处于领先，形成了以矿用钢丝绳、起重用钢丝绳、索道用钢丝绳、

石油用钢丝绳、港口用钢丝绳、预应力钢绞线等为代表的一系列拳头产品，在超长度、高强度、

超大直径和特殊结构钢丝绳研发、生产方面具有突出技术优势。   

2、经营模式   

（1）技术确认、报价   

根据客户提出的产品使用要求，公司技术部门首先进行技术确认，销售部门进行报价，并签

订销售合同，公司技术部门根据确定的产品技术参数，进行产品结构设计、制定生产工艺，交付

生产分厂组织生产。   

（2）生产   

公司按以销定产模式组织生产。   

（3）销售   

公司以遍布全国 16 个省市的销售子公司直销为主，并以代理商为辅的销售方式。   

3、行业情况   

目前国内钢丝绳行业处于低技术含量、低附加值产品产能过剩，而技术含量高、附加值高产

品产能不足的现状，产品过剩与结构性短缺并存。一方面，我国钢丝绳市场供大于求，产能不能

完全释放；另一方面，仍有部分技术含量高、附加值高的钢丝绳需要进口解决。相比国外同行，

国内钢丝绳制造企业在产品结构和质量方面还存在一定差距，参与国际市场竞争的能力不强。目

前国内钢丝绳技术呈特殊结构化、高强度化发展趋势。   

预应力钢绞线行业除了具有地域性特征之外，还有着明显的季节性特征。预应力钢绞线主要

用于铁路、公路、机场、电站、堤坝等基础设施建设，在温度较低的冬季基础建设停工率高，直

接导致预应力钢绞线需求骤减。因此，预应力钢绞线在春、夏、秋季销售正常，冬季为淡季。   

根据中钢集团郑州金属制品研究院有限公司统计，截至 2015 年 12 月底，国内有钢丝绳生产

企业 150 余家，总产能约 400 万吨，当年钢丝绳总产量约 215 万吨，其中钢丝绳产量前十名的企

业总产量约 56.6 万吨，占全国总产量的 26.3%。据国家冶金规划研究院统计，截至 2015 年 12 月

底，国内有预应力钢绞线生产企业 40 余家，总产能约 650 万吨，当年预应力钢绞线总产量约 420

万吨，其中出口约 53 万吨。   

（二）生物科技医疗   

1、主要业务   

主要业务为干细胞的制备和储存，具体包括新生儿围产组织的间充质干细胞、造血干细胞的

制备及储存以及成人免疫细胞的制备与存储业务。主要产品为新生儿围产组织的间充质干细胞、

造血干细胞的制备及储存以及成人免疫细胞的制备与存储业务。干细胞的自我更新、多向分化、

良好组织相容性等特点可修复损伤的组织细胞、替代损伤细胞的功能，通过分泌蛋白因子刺激机

体自身细胞的再生功能，可用于治疗多种疾病包括血液免疫系统疾病、神经系统疾病、心脑血管

疾病、肿瘤等，成为继药物治疗、手术治疗后的另一种疾病治疗手段，是再生医学的重要资源基

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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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经营模式   

（1）客户服务：主要客户群体为新生儿及高收入人群，公司根据目标客户特征制定相应的市

场营销方案。目前，销售采用直营+代理的模式，其中以直营模式为主。   

（2）研发服务：公司拥有独立的干细胞技术研发中心和完整的研发体系。技术研发中心下设

研究开发部、质量管理部、临床部、对外合作部等。研发服务是干细胞应用的重要领域。通过技

术开发、技术转让、技术授权、技术咨询、技术服务，博雅干细胞在行业内树立了良好的技术影

响力，为企业创造了价值。  

 3、行业情况   

我国干细胞行业目前尚处发展成长期，拥有巨大的市场空间和潜力。随着居民生活水平的提

高以及对健康意识的不断提升，干细胞行业面临着快速发展的历史机遇，目前正在开展用于治疗

包括缺血性心脏病、中风、脑瘫、老年痴呆、脊髓损伤、帕金森氏病、多发性硬化、糖尿病、肝

脏疾病、红斑狼疮、肿瘤等多种重大疾病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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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922,652,843.69 2,400,794,698.54 63.39 2,561,362,498.61 

营业收入 1,076,651,547.45 1,343,165,677.31 -19.84 1,763,903,207.6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 

46,088,660.78 -107,963,614.24   7,612,001.8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

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61,308,467.51 -205,902,327.73   -23,471,391.6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资产 

963,408,720.36 920,783,885.27 4.63 1,029,367,413.42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净额 

-234,800,343.97 -241,897,813.04 2.93 5,993,241.96 

期末总股本 684,883,775.00 273,953,510.00 150.00 273,953,510.00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67 -0.394   0.028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67 -0.394   0.028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4.887 -11.069   0.7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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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6,154,435.96 215,902,048.02 262,360,054.54 432,235,008.9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 
-32,307,506.76 -25,910,576.53 40,881,822.83 63,424,921.2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

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

润 

-33,413,110.94 -26,310,307.49 -28,167,480.24 26,582,431.16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152,781,832.94 -22,800,101.38 58,419,108.57 -423,201,184.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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净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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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524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末的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34,030 

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全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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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性质 股份 

状态 
数量 

上海中能企业

发展（集团）

有限公司 

  200,000,000 29.20 200,000,000 质押 200,000,000 境内非国

有法人 

北京正能伟业

投资有限公司 

-4,000,000 125,000,000 18.25 0 无   境内非国

有法人 

光大证券股份

有限公司 

  22,000,691 3.21 0 未知   国有法人 

万向信托有限

公司－万信－

聚惠 1 号证券

结构化投资集

合资金信托计

划 

  21,674,750 3.16 0 未知   未知 

乔宇   15,841,507 2.31 0 未知   境内自然

人 

陈文凤   14,999,755 2.19 0 未知   境内自然

人 

中信证券股份

有限公司 

  13,084,075 1.91 0 未知   国有法人 

陈永平   12,052,703 1.76 0 未知   境内自然

人 

中国银河证券

股份有限公司 

  11,004,637 1.61 0 未知   国有法人 

姚良进   9,611,336 1.40 0 未知   境内自然

人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

行动的说明 

1、上海中能企业发展（集团）有限公司与北京正能伟业投资有

限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情况。    

2、其余股东之间未知其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情况。 

注：北京正能伟业投资有限公司报告期内减持 400 万股股份为本公司 2015 年 10 月实施资本

公积金转增股本前减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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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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国内经济增速进一步放缓，特别是受煤炭、钢铁行业持续低迷及金属制品行业

竞争加剧的影响，公司钢贸业务停滞，金属制品产品的销量下降、价格进一步下滑，营业收入大

幅下降。面对不利局面，公司严抓内部管理：实行避峰生产、充分利用循环水资源、提高锅炉热

力效力、争取直供电、差异化电价相关政策扶持等，使全年综合能源成本降低 608 万元；通过对

供应部门组织管理形式进行调整，部分原材料采购成本大幅下降。经过上述努力，使得金属制品

产品的毛利率有所增加、期间费用有所下降，且未发生资产大额减值的情形。报告期内出售上海

中绳 100%股权及债权、采用权益法核算公司持有的黄河银行股权，使得投资收益大幅增加。 

报告期内公司收购了博雅干细胞 80%的股权，该公司 2015 年实现营业收入 9,551.50 万元，净

利润 2,405.88 万元，因该公司的工商变更于 2015 年 12 月 17 日完成，故 2015 年利润表未将其纳

入公司合并报表范围。 

 

一、报告期内主要经营情况 

报告期内实现营业收入 107,665.15 万元、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4,608.87 万元。 

 

(一) 主营业务分析 

利润表及现金流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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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76,651,547.45 1,343,165,677.31 -19.84 

营业成本 973,360,868.62 1,262,881,250.55 -22.93 

销售费用 72,523,144.27 89,988,439.85 -19.41 

管理费用 64,710,555.59 72,184,676.91 -10.35 

财务费用 83,925,684.22 88,522,114.96 -5.19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34,800,343.97 -241,897,813.04 2.93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997,665,594.46 -35,706,519.65 -2,694.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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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224,232,293.83 262,977,240.06 365.53 

研发支出 2,153,006.34 3,166,167.90 -32.00 

 

1. 收入和成本分析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减少，主要原因系购买博雅干细胞股权所致。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增加，主要原因系公司本年度对上海中能长期借款增加所致。 

研发支出减少，主要原因系，公司本年度研发投入减少所致。 

  

(1). 主营业务分行业、分产品、分地区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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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属制品 660,297,523.96 589,122,346.47 10.78 -24.62 -29.68 
增加 6.43 个

百分点 

煤炭制品 165,596,294.50 139,186,768.52 15.95 -33.98 -38.14 
增加 5.65 

个百分点 

对外贸易 245,629,734.39 242,101,961.70 1.44 34.13 32.46 
增加 1.25 个

百分点 

主营业务分地区情况 

分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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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内 1,002,175,468.58 908,038,416.11 9.39 -17.08 -19.82 
增加 6.29 个

百分点 

国外 69,348,084.27 62,372,660.58 10.06 -45.87 -44.86 
减少 1.65 个

百分点 

 

主营业务分行业、分地区情况的说明 

公司煤炭制品的营业收入减少 33.98%，营业成本减少 38.14%，主要原因：受煤炭行业不景

气的影响，煤炭制品销量、价格下降所致。 

公司对外贸易收入增加 34.13%，成本增加 32.46%，主要原因：子公司国贸公司对外贸易增

加幅度较大所致。 

    公司国外收入下降 45.87%，成本下降 44.86%，主要原因：受煤炭行业不景气的影响，子公

司华辉活性炭对外销量、价格下降所致。 

 

(2). 产销量情况分析表    

单位：吨 

主要产品 生产量 销售量 库存量 
生产量比上

年增减（%） 

销售量比

上年增减

（%） 

库存量比

上年增减

（%） 

金属制品 135,793.36 140,866.63 36,132.00 -15.93 -17.07 16.33 

煤炭制品 62,525.41 59,196.69 14,723.36 42.90 -4.65 -18.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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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成本分析表 

单位：元 

分行业情况 

分行业 
成本构成项

目 
本期金额 

本期占总

成本比例

(%) 

上年同期金额 

上年同

期占总

成本比

例(%) 

本期金额

较上年同

期变动比

例(%) 

情

况 

说

明 

金属制品 直接材料  427,435,629.74 44.05 627,490,913.49 49.91 -31.88   

  直接人工  74,049,444.66 7.63 75,751,331.15 6.02 -2.25   

  制造费用  87,637,272.07 9.03 92,016,953.56 7.32 -4.76   

煤炭产品 直接材料  80,781,491.00 8.32 143,706,756.00 11.43 -43.79   

  直接人工  14,564,049.63 1.50 18,641,808.90 1.48 -21.87   

  制造费用  43,841,227.89 4.52 17,531,645.28 1.39 150.07   

对外贸易   242,101,961.70 24.95 270,589,454.08 21.52 -10.53   

吊装过磅     10,896,563.15 0.87 -100.00   

其他     728,318.53 0.06 -100.00   

合计       970,411,076.69 100.00 1,257,353,744.14 100 -22.82   

金属制品直接材料较上年同期减少，主要原因系产量及主要原材料价格下降所致。 

煤炭制品直接材料较上年同期减少，主要原因系产量下降所致。 

煤炭制品制造费用较上年同期增加，主要原因系子公司华辉公司制造费用增加所致。 

吊装过磅业务较去年同期减少，主要原因系转让子公司上海中绳股权所致。 

 

2. 费用 

                                                                  单位：元 

费用 2015 年度 2014 年度 增减额 增减率（%） 

销售费用 72,523,144.27 89,988,439.85 -17,465,295.58  -19.41  

管理费用 64,710,555.59 72,184,676.91 -7,474,121.32  -10.35  

财务费用 83,925,684.22 88,522,114.96 -4,596,430.74  -5.19  

合计 221,159,384.08 250,695,231.72 -29,535,847.64 -11.78 

 

3. 研发投入 

研发投入情况表 

单位：元 

本期费用化研发投入 2,153,006.34 

研发投入合计 2,153,006.34 

研发投入总额占营业收入比例（%） 0.20 

公司研发人员的数量 131 

研发人员数量占公司总人数的比例（%） 4.42 

情况说明 

2015 年公司本部共实施了 12 项科技攻关项目，研发总投入 887.4 万元，其中计入研发支出

215.3 万元。购置、安装、调试研发项目所需各种装备 40 万元，研发人员人工费 442 万元，试制

用原材料费 272 万元，其他相关费用 133.4 万元。 



8 

 

公司确定 2015 年科技攻关项目的目的：进一步调整公司品种结构，加强公司产品的市场竞争

力，增加公司的盈利能力，保证公司持续稳定的发展。 

项目进展情况：5 个项目全部完成，完善了相关工艺，研发出的产品已交付用户试用；5 个项

目未完成结转到 2016 年继续实施；2 个项目经再次论证后终止实施。 

对未来的影响：进一步调整品种结构，增加高附加值产品占比；通过优化生产工艺，进一步

提高产品质量，提高生产效率，降低消耗；增加新品种，扩大新的使用领域。 

 

4. 现金流 

 

项     目 本期金额 上期金额 增减额 

增减率

（%）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34,800,343.97 -241,897,813.04 7,097,469.07  2.93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997,665,594.46 -35,706,519.65 -961,959,074.81  -2,694.07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224,232,293.83 262,977,240.06 961,255,053.77  365.53  

小计 -8,233,644.60 -14,627,092.63 6,393,448.03 43.71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变动原因说明:主要系本公司购买博雅干细胞股权所致。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变动原因说明:主要系本公司向上海中能借款及银行借款增加所致。  

 

(二) 非主营业务导致利润重大变化的说明 

√适用 □ 不适用  

本公司持有黄河银行 9.55%股权，根据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宁夏监管局《宁夏银监局

关于核准刘安定等 6 人任职资格的批复》（宁银监复[2015]106 号）核准本公司总经理高小平任黄

河银行董事，本公司将该股权从可供出售金融资产重分类至长期股权投资核算。黄河银行本年归

属于母公司净利润 733,437,539.93 元，公司按其持股比例确认投资收益 69,987,243.83 元。 

    本期公司处置子公司上海中绳取得投资收益 77,081,400.00 元。 

 

(三) 资产、负债情况分析 

资产及负债状况 

单位：元 

项目名称 本期期末数 

本期期末数

占总资产的

比例（%） 

上期期末数 

上期期末

数占总资

产的比例

（%） 

本期期末

金额较上

期期末变

动比例（%） 

应收票据 30,619,163.77 0.78 12,795,380.00 0.53 139.30 

预付账款 42,164,822.34 1.07 31,407,673.22 1.31 34.25 

其他应收款 26,450,035.23 0.67 58,168,316.99 2.42 -54.53 

其他流动资产 95,043,619.67 2.42 391,662.45 0.02 24,166.72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    407,334,509.91 16.97 -100.00 

投资性房地产 472,194.45 0.01 88,078,054.33 3.67 -99.46 

长期股权投资 461,684,688.76 11.77     100.00 

无形资产 126,297,930.14 3.22 67,629,308.74 2.82 86.75 

开发支出  14,719,774.05 0.38     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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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誉  1,421,852,319.13 36.25     100.00 

应付账款 94,591,096.59 2.41 145,473,831.26 6.06 -34.98 

预收账款 45,219,394.37 1.15 102,843,148.91 4.28 -56.03 

应付职工薪酬 6,772,339.38 0.17 23,372,589.97 0.97 -71.02 

应付利息 7,488,588.47 0.19 2,078,578.44 0.09 260.27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 343,120,000.00 8.75 65,000,000.00 2.71 427.88 

长期借款    -    30,000,000.00 1.25 -100.00 

长期应付款  1,113,120,000.00 28.38     100.00 

递延收益 66,619,070.42 1.70 8,078,121.76 0.34 724.69 

递延所得税负债  12,226,661.94 0.31     100.00 

股本 684,883,775.00 17.46 273,953,510.00 11.41 150.00 

资本公积 280,365,237.30 7.15 694,709,304.86 28.94 -59.64 

少数股东权益 68,805,670.47 1.75 3,542,008.76 0.15 1,842.56 

其他说明 

应收票据增加17,823,783.77元，增幅139.30%，主要原因系销售商品收到的货款增加所致。 

预付账款增加 10,757,149.12 元，增幅 34.25%，主要原因系子公司华辉公司预付货款增加及

购买博雅干细胞股权所致。 

其他应收款减少 31,718,281.76 元，减幅 54.53%，主要原因系母公司应收购房款及电费、材

料款减少所致。 

其他流动资产增加 94,651,957.22 元，增幅 24,166.72%，主要原因系购买博雅干细胞股权所致。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减少 407,334,509.91 元，减幅 100%，主要原因系黄河银行股权从可供出售

金融资产重分类至长期股权投资核算所致。 

投资性房地产减少 87,605,859.88 元，减幅 99.46%，主要原因系转让子公司上海中绳股权所

致。 

长期股权投资增加 461,684,688.76 元，增幅 100.00%，主要原因系黄河银行股权从可供出售

金融资产重分类至长期股权投资核算所致。 

    无形资产增加 58,668,621.40 元，增幅 86.75%，主要原因系购买博雅干细胞股权所致。 

开发支出增加 14,719,774.05 元，增幅 100.00%，主要原因系购买博雅干细胞股权所致。 

商誉增加 1,421,852,319.13 元，增幅 100.00%，主要原因系购买博雅干细胞股权所致。 

应付账款减少 50,882,734.67 元，减幅 34.98%，主要原因系本公司年末集中支付货款所致。 

预收账款减少 57,623,754.54 元，减幅 56.03%，主要原因系子公司国贸公司预收货款减少所

致。 

应付职工薪酬减少 16,600,250.69 元，减幅 71.02%，主要原因系母公司将应付社保全额缴纳

所致。 

应付利息增加 5,410,010.03 元，增幅 260.27%，主要原因系预提职工内部职工借款及长期应

付款利息所致。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增加 278,120,000.00 元，增幅 427.88%，主要原因系将一年内到期

的购买博雅干细胞股权长期应付款在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列示所致。 

长期借款减少 30,000,000.00 元，减幅 100.00%，主要原因系将一年内到期的长期借款在一年

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列示所致。 

长期应付款增加 1,113,120,000.00 元，增幅 100.00%，主要原因系公司本年度增加上海中能长

期借款以及根据协议需在 2017 年、2018 年分期支付的购买博雅干细胞股权款增加所致。 

递延收益增加 58,540,948.66 元，增幅 724.69%，主要原因系购买博雅干细胞股权所致。 

递延所得税负债增加 12,226,661.94 元，增幅 100.00%，主要原因系购买博雅干细胞股权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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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本增加 410,930,265.00 元，增幅 150%，主要原因系公司本年度资本公积转增股本所致。 

资本公积减少 414,344,067.56 元，减幅 59.64%，主要原因系公司本年度资本公积转增股本所

致。 

少数股东权益增加65,263,661.71元，增幅1,842.56 %，主要原因是：子公司华辉活性炭增资扩

股及购买博雅干细胞股权所致。 

 

(四) 投资状况分析 

    对外股权投资总体分析 

报告期内，公司收购了博雅干细胞 80%股权。 

 

    重大的股权投资 

公司分别于 2015 年 10 月 27 日、11 月 23 日召开了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九次会议和 2015 年

第六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收购博雅干细胞 80%股权的重大资产重组》相关事项，公司

以现金方式收购许晓椿、北京明润广居投资有限责任公司、杭州茂信合利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西藏福茂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杨利娟、王建荣合计持有的博雅干细胞 80%股权。2015

年 12 月 17 日，博雅干细胞 80%股权已办理完成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博雅干细胞主营业务为干细

胞的制备和储存，具体包括新生儿围产组织的间充质干细胞、造血干细胞的制备及储存以及成人

免疫细胞的制备与存储业务。2015 年度博雅干细胞实现营业收入 9,551.50 万元；净利润 2,405.88

万元。 

 

(五) 重大资产和股权出售 

公司分别于 2015 年 9 月 9 日、2015 年 9 月 24 日召开了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和 2015

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出售全资子公司上海中绳实业有限公司 100%股权及债权》

的议案，公司与上海易鸿投资咨询有限公司于 2015 年 9 月 7 日签署了《股权及债权转让协议》，

经双方协商一致，确认本次股权转让价款为人民币 180,000,000.00 元；公司应收上海中绳的债权

人民币 16,187,012.46 元，合计转让款为人民币 196,187,012.46 元。本次出售完成后，公司不再持

有上海中绳股权及债权，本次交易产生收益 77,081,400.00 元。 

 

(六) 主要控股参股公司分析 

主要子公司经营情况                                                              

单位：万元 

子公司名称 主营业务 注册资本 总资产 净资产 净利润 持股比例 

国贸公司 销售 30,000.00 64,041.97 28,693.94 427.04 100.00% 

煤业公司 煤炭制品 1,000.00 3,619.82 1,573.66 -511.35 100.00% 

星威公司 绳芯制品 582.82 1,376.19 1,120.70 259.31 100.00% 

华辉公司 活性炭制品 16,912.24 35,338.27 17,095.39 257.62 60.21% 

博雅干细胞 干细胞制备、储存 10,000.00 24,521.16 16,115.36 2,405.88 80.00% 

     

经营业绩与上年同期相比变动幅度在 30%以上，变动原因主要是： 

    国贸公司，净利润同比增加 701.66%，主要原因是公司本年度收到贸易补偿款所致。 

    煤业公司，净利润同比减少 73.40%，主要原因是公司开工不足所致。 

    星威公司，净利润同比减少 43.59%，主要原因是公司产品销售毛利下降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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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华辉公司，净利润同比增加 696.53%，主要原因是公司产品销售毛利增加所致。 

 

(七) 公司控制的结构化主体情况 

无 

 

二、公司关于公司未来发展的讨论与分析 

(一) 行业竞争格局和发展趋势 

1、金属制品行业竞争格局 

国际方面，全球金属线材制品行业市场整体呈现供过于求态势，市场竞争加剧，贸易摩擦增

多。国内方面，随着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矿业、建筑、交通等下游行业线材制品需求增速

放缓甚至下降，加之金属线材制品企业数量多、经营分散无序，供过于求矛盾突出，市场竞争日

趋激烈，产能利用率约 60%。总体分析，我国线材制品行业发展主旋律呈现出四个转变，即：由

“规模扩张”向“规模+品种质量”转变，由“生产制造”向“生产制造+延伸服务”转变，由“要

素投入”向“要素投入+创新驱动”转变，由“立足国内”向“立足国内+布局国际”转变。 

（1）钢丝绳 

据统计，截至 2015 年 12 月底，国内有钢丝绳生产企业 150 余家，总产能约 400 万吨，当年

钢丝绳总产量约 215 万吨，其中产量前 10 名的企业总产量约 56.6 万吨，占全国总产量的 26.3%。

同样，由于受到下游需求疲软和产能过剩的影响，钢丝绳品种市场竞争异常激烈，竞相降价销售，

绝大多数钢丝绳生产企业出现亏损。 

（2）预应力钢绞线 

据统计，截至 2015 年 12 月底，国内有预应力钢绞线生产企业 40 余家，总产能约 650 万吨，

当年预应力钢绞线总产量约 420 万吨，其中出口约 53 万吨。由于受到产能严重过剩与下游需求疲

软的两头夹击，国内预应力钢绞线市场竞争十分激烈，行业的利润水平不容乐观。根据中国钢结

构协会线材制品分会统计，2015 年预应力制品行业的平均销售利润率水平为 1.5%。 

2、金属制品发展趋势 

（1）钢丝绳 

未来几年，预计受到国际大宗原材料价格偏低、国内出口增长速度乏力等因素，下游煤矿、

铁矿、有色矿、石油开采、港口提升等重点钢丝绳消费行业的钢丝绳消费量将呈下滑趋势，对钢

丝绳行业的正常生产运行带来较大的困难。预计未来 5 年，钢丝绳行业平均销售毛利率仍将难以

明显提升。为提升竞争能力，公司将进一步提高生产效率，提高产品质量，提高专业化水平，加

大高附加值品种如密封钢丝绳、异型股钢丝绳等专用特种钢丝绳的销售占比；同时，进一步挖潜

降低制造成本，降低财务费用，加大销售力度，合理压缩管理与销售费用，保持在激烈竞争中的

优势。 

（2）预应力钢绞线 

未来 5 年，国家“十三五”规划加强重大基础设施建设，高铁营运里程达到 3 万公里，覆盖 80%

以上的大城市，新建改建高速公路通车里程 3 万公里，“一带一路”建设取得重大进展。其中，2016

年国家计划加大基础设施的投资力度，完成铁路建设投资 8000 亿元，公路投资 1.65 万亿元，开

工建设 20 项重大水利工程，建设水电核电、特高压输电、城市轨道交通、智能电网、油气管网等

重大项目。这些项目的建设将使国内预应力钢绞线的消费量保持在年 400 万吨的消费水平，但由

于产能过剩难以压减，预应力钢绞线行业的平均销售利润率水平难以提升，预计仍将维持在 1.5%

左右的水平。 

3、干细胞行业竞争格局 

我国干细胞产业起步较早，前期的整顿使得优质的企业脱颖而出，如今产业政策的逐步放开，

不仅为更多企业提供了发展空间，也为市场中已存在的优质企业创造了更好的发展环境，这将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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剧干细胞产业的市场竞争，对未来的发展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4、干细胞行业发展趋势 

干细胞与再生医学产业是最具发展潜力的新型高科技生物产业之一，随着科技和医学水平的

提高，其重要性已经得到世界各国的广泛认同。从全球发展来看，截止 2015 年底，全球已有 10

项干细胞技术应用获得批准；注册在案干细胞临床研究 5000 余项，涉及疾病种类由 130 增至 140

余种。从国内政策来看，2015 年国家相继出台《干细胞临床试验研究管理办法》、《干细胞制剂质

量控制及临床前研究指导原则（试行）》，旨在规范干细胞临床研究行为，促进干细胞研究健康发

展。同时，2015 年底开放了对干细胞临床研究机构的备案申请，将加快干细胞医学转化的步伐，

产业政策的支持为干细胞行业的后续发展提供了广阔的空间。 

 

(二) 公司发展战略 

1、中长期总战略 

公司致力于优化资产结构、积极布局资本市场并购重组、积极探索多元化发展。鉴于公司已

完成收购博雅干细胞 80%的股权，公司已由单一的金属线材制品制造业转变为金属线材制品与生

物科技医疗并行的双主业上市公司。公司的中长期发展战略规划将围绕着积极拓展新的业务板块，

优化主营业务结构，提升资产质量，增强综合竞争实力、抗风险和可持续发展能力，实现公司的

持续稳定发展，维护股东利益。 

2、金属制品主业战略 

近年来，国内钢丝绳、预应力混凝土用钢绞线企业投资规模及产能快速增长，企业间竞争日

趋激烈，市场持续供大于求。“十三五”时期，在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的背景下，公司将实施

进一步加大技术进步力度，拓展高附加值产品应用领域，调整品种结构的发展战略，以实现公司

持续发展。 

3、干细胞主业战略 

我国干细胞产业链上游的采集储存处于发展初期，中游的干细胞增殖及药物研发和下游的干

细胞的治疗应用领域尚未开放。在这样的行业背景下，公司在未来三年内将进一步强化企业在细

胞存储领域的业务收入、加速推动干细胞临床应用的研究、加强国内外干细胞技术与应用合作。 

 

(三) 经营计划 

2016 年年度经营计划：合并营业收入：12 亿元、金属制品销量：13 万吨。 

2016 年经营目标拟采取的策略和行动： 

1、深入挖潜，降低成本； 

2、严抓细管，降低费用； 

3、强化销售，开拓市场； 

4、加强研发管理，推动技术研发能力的提升； 

5、拓展新的投资领域，寻求更大发展空间； 

6、推进企业文化建设，不断提升企业形象。 

 

(四) 可能面对的风险 

1、金属制品行业面对的风险 

（1）金属制品行业属于完全竞争行业，市场竞争激烈，品种结构调整加快，行业面临着较大

的发展压力。  

（2）线材作为公司产品的主要原材料，市场价格在近年来波动幅度较大，一定程度上影响了

公司产品的成本。受近年来行业产能迅速增加的影响，市场竞争激烈，金属制品产品价格未能与

原材料价格同步变化，原料价格波动将会对行业内的企业生产安排和经营业绩产生影响。 

（3）公司钢丝绳产品在煤炭行业的销量占 65%，随着煤炭行业的持续低迷，对公司钢丝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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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的销售和回款将会产生一定的不利影响。 

2、干细胞行业面对的风险 

我国干细胞产业早期发展较快，但整个市场缺乏有效的管理。2011 年 12 月，卫生部和国家

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发布了《关于开展干细胞临床研究和应用自查自纠工作的通知》，叫停治疗和

临床试验中试用任何未经批准使用的干细胞，并停止接受新的干细胞项目申请。2013 年 3 月，卫

生部和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发布《干细胞临床试验研究管理办法（试行）》、《干细胞临床试验

研究基地管理办法（试行）》和《干细胞制剂质量控制和临床前研究指导原则（试行）》征求意见

稿，2015 年 7 月，国家卫计委、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CFDA）联合发布了《干细胞临床

研究管理办法（试行）》和《干细胞制剂质量控制及临床前研究指导原则（试行）》，经过规范后的

干细胞产业政策逐渐重新开放。 

干细胞产业逐渐加大的监管力度和不断规范化的发展进程充分表明了政府层面对干细胞领域

的重视，但未来干细胞制备及存储业务是否受到政府部门的更严格监管，以及下游治疗应用领域

的用药或医疗技术是否能获得相关监管部门的批准以及获得监管部门批准的时间存在不确定性。 

随着医疗技术的不断发展，干细胞行业中，企业的技术研发能力是其区别于其他竞争对手的

核心元素之一。在未来期间内，对干细胞的临床应用研究进行持续的投入，无法保证未来临床应

用研究的成功，也不能保证针对相关病症都能提供有效的治疗方案与产品。若未来研发成功，也

不能保证短期内即获得国内市场的充分认可，医疗卫生机构对相关产品的接受程度亦具有不确定

性。 

 

3、 公司因不适用准则规定或特殊原因，未按准则披露的情况和原因说明 

□ 适用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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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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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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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公司合并财务报表范围包括宁夏恒力煤业有限公司、石嘴山市星威福利有限公司、宁夏华

辉活性炭股份有限公司、宁夏新日恒力国际贸易有限公司、博雅干细胞科技有限公司五家子公司

及二十五家三级子公司。与上年相比，新设成立了上海宁石恒钢丝绳有限公司及非同一控制下企

业合并增加了博博雅干细胞科技有限公司及下属八家三级子公司，减少石嘴山市恒冶工贸有限公

司、上海中绳实业有限公司。   

子公司情况和本期财务报表合并范围及其变化情况请详见 2015 年年报全文中附注“八、合并

范围的变化”及附注“九、在其他主体中的权益”相关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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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适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