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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135                               证券简称：东南网架                        公告编号：2016-061 

浙江东南网架股份有限公司 2016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1、重要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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巨潮资讯网或深圳证券交易所网

站等中国证监会指定网站上的半年度报告全文。 

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东南网架 股票代码 002135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蒋建华 张燕 

电话 0571-82783358 0571-82783358 

传真 0571-82783358 0571-82783358 

电子信箱 jiangjh007@126.com zyan1213@163.com 

2、主要财务数据及股东变化 

（1）主要财务数据 

公司是否因会计政策变更及会计差错更正等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

减 

营业收入（元） 2,693,627,850.62 2,144,672,417.13 25.6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36,091,811.20 39,458,163.08 -8.5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元） 
32,208,537.37 36,719,333.70 -12.28%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127,780,551.32 -79,191,242.90 -61.36%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4 0.05 -20.00%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4 0.05 -20.0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50% 2.10% -0.60%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

增减 

总资产（元） 8,461,433,384.02 9,023,782,715.06 -6.2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2,413,520,573.20 2,382,555,955.20 1.30% 

（2）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53,105 

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持股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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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普通股数

量 

持有有限售条件的普通股数

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浙江东南网

架集团有限

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36.81% 314,515,000 96,875,000 质押 229,515,000 

杭州浩天物

业管理有限

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8.76% 74,860,000  质押 74,860,000 

郭明明 境内自然人 5.90% 50,445,991 37,834,493 质押 50,000,000 

郭林林 境内自然人 2.11% 18,020,000    

徐春祥 境内自然人 2.11% 18,000,000 13,500,000   

周观根 境内自然人 2.11% 18,000,000 13,500,000   

陈传贤 境内自然人 2.04% 17,422,168    

殷建木 境内自然人 1.40% 12,000,000  质押 9,000,000 

何月珍 境内自然人 1.06% 9,087,900 6,815,924   

方建坤 境内自然人 0.66% 5,654,400 4,240,8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

动的说明 

公司前十大股东中，杭州浩天物业管理有限公司是浙江东南网架集团有限公司全资子公

司。郭明明与郭林林为兄弟关系；郭明明、陈传贤、徐春祥、周观根、郭林林、殷建木、

何月珍、方建坤分别持有浙江东南网架集团有限公司 56.40%股权、6.99%股权、5.72%股

权、5.72%股权、5.72%股权、3.82%股权、5.72%股权、3.56%股权。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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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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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报告期内，钢结构行业市场竞争越来越激烈，整个钢结构市场的竞争体系已呈两极分化。传统的钢结构市场萎缩，行业

整体处于不景气状态。面对行业出现的新业态新现象，公司通过转变经营理念，进行精益化管理，同时紧密结合市场，适时

调整销售策略，加大国内外市场的营销，在市场拓展、产品技术升级、管理提升、全面预算等方面下功夫，各项经营计划顺

利实施，为企业进一步发展奠定坚实基础。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269,362.79 万元，较上年同期增加 25.60%；实现营业利润 4,820.18 万元，较上年同期减

少 7.29%；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3,609.18 万元，较上年同期减少 8.53%。 

报告期内，公司围绕年初既定的发展战略目标，狠抓改革攻坚，推进转型升级，立足创新驱动，突出发展质量，开拓“蓝

海市场”，强化风险防控，拉满弓、使满劲，主动适应和引领新常态，主要的工作情况如下： 

（一）加强市场开拓，推进转型升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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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期内随着国家“一带一路”、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三大发展战略，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实施，一系列重

大工程和公共设施项目的推出，公司凭借技术、品牌及管理等综合竞争优势，公司及各子公司充分发挥协同效应，取得了较

好成果。报告期内公司共承揽业务订单（含中标项目）37.75 亿元，较上年同期减少 0.55%。 

未来公司将重点主攻‘一号工程’、做大‘国际化’工程，做强‘总承包工程’，继续推进“产业结构、市场开拓、商业

模式、建筑工业化”的转型升级。 

（二）坚持技术创新，提升核心竞争力 

报告期内，公司坚持自主科技创新、继续加强各类科研平台建设，充分发挥高端技术平台的作用，加强前沿技术研发。

紧紧围绕公司的发展战略，有计划、有重点地立项开发前瞻性强、附加值高、创新性突出的新技术、新工艺、新工法等项目，

努力提升公司的科技水平，引领公司发展。2016 年上半年，公司申报专利 37 项，其中发明专利 12 项，实用新型专利 25 项。

获得的授权发明专利 9 项。公司“超大面积双曲钢屋盖成套施工技术研究与应用”获得了 2016 年度杭州市科技进步三等奖。 

未来公司将继续做好科技创新的顶层设计，建立系统性的创新体系，把创新贯穿于企业的产业链。以科技创新为驱动，

带动公司生产运营各环节的运营水平，提升市场竞争力，抢占市场话语权和制高点，引领和主导行业的市场走向，由“跟着

跑”转变为“领着跑”。 

（三）坚持管理创新，夯实企业发展 

报告期内，公司以改革创新为动力，以完善落实安全生产责任和管理制度为抓手，以严格监管执法、强化风险防范、深

化隐患排查治理、加强宣传教育为保障，不断加强内部管理建设，着力提升公司质量安全水平。通过实施卓越绩效管理模式，

不仅系统地建立自我评价机制，提升组织管理成熟度，更有效地激励和强化员工的全面质量意识，并成功运用到工程项目管

理上，实现了项目管理的精细化、建筑产品的精品化、项目管理过程的创新化。公司已逐步建立起特有的发展模式，强有力

的管理团队，全面的财务管理体系，完善的市场网络，综合的信息系统和创新的运营管理，在赢得市场和顾客的认可的同时，

取得了卓越的经营绩效，塑造了良好的社会形象。自 2013 年公司获得杭州市政府质量奖后，报告期内公司荣获浙江省人民

政府质量奖提名奖。 

未来，公司将继续基于卓越绩效模式的先进理念，创新技术，发展绿色建筑，提升品质生活，成为“绿色建筑引领者”。 

（四）推进全面预算管理，降本增效 

报告期内，公司以市场适应性为导向，以现金流量为重点，以目标预算和绩效考核为手段，全面推行公司全面预算管理。

公司全员参与、全面覆盖，制定了经济考核责任目标和内控管理责任目标，严格控制费用，节支降耗增效，从而提高公司的

经济效益。 

未来，公司将把全面预算管理作为公司战略，全面推行，并不断完善公司的内控制度，促进公司的管理水平、经济效益

和市场竞争力的提高。 

4、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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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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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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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 

（4）董事会、监事会对会计师事务所本报告期“非标准审计报告”的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浙江东南网架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徐春祥 

                                                                       2016年8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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