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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342                      证券简称：巨力索具                       公告编号：2017-051 

巨力索具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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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巨力索具 股票代码 0023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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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云 李化 

办公地址 河北省保定市徐水县巨力路 河北省保定市徐水县巨力路 

电话 0312-8608520 0312-8608520 

电子信箱 zhangyun@julisling.com lihua@julisling.com 

2、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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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元） 726,112,221.64 723,966,950.80 0.3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20,145,309.22 18,608,770.43 8.2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的净利润（元） 
9,353,263.94 10,647,374.14 -12.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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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7,327,856.98 2,683,000.20 173.12%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21 0.019 10.53%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21 0.019 10.53%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0.83% 0.77% 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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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42,700,696.45 4,070,754,884.41 1.7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2,435,871,458.50 2,419,591,312.81 0.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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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9,1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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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持有有限售条件的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巨力集团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20.03% 192,300,000 0 质押 192,300,000 

杨建忠 境内自然人 5.21% 50,000,000 37,500,000 质押 36,000,000 

杨建国 境内自然人 5.21% 50,000,000 37,500,000 质押 36,000,000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

有限责任公司 
国有法人 1.90% 18,208,900 0   

杨会德 境内自然人 1.56% 15,000,000 0   

河北乐凯化工工程

设计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1.54% 14,800,000 0   

光大兴陇信托有限

责任公司－光大信

托·聚金 28 号证券

投资集合资金信托

计划 

其他 1.27% 12,144,714 0   

光大兴陇信托有限

责任公司－光大信

托·聚金 12 号证券

投资集合资金信托

计划 

190001052877 

其他 0.80% 7,700,000 0   

周宗芳 境内自然人 0.62% 5,980,000 0   

光大兴陇信托有限

责任公司－光大信

托·聚金 6 号证券投

资集合资金信托计

划 

其他 0.52% 5,000,000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上述股东中，巨力集团为公司控股股东；杨建忠、杨建国、杨会德为公司实际控制

人，系兄弟姐妹关系，与巨力集团存在控制关系；其他股东未知是否存在关联关系。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明（如

有） 

报告期内，公司前 10 名无限售条件股东周宗芳因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而持有公司股份

5,980,000 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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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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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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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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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概述 

报告期内，全球经济复苏，进出口贸易增长，出口增长带动了国内制造业。国内经济平稳运行，传统行

业处在产业结构调整的关键时期，同时随着雄安新区的设立，公司也在积极调整发展战略和经营方针，以应

对新形势下的机遇与挑战。 

报告期内，公司全员全面贯彻落实董事会在年初制定的经营计划。在经营计划方面：公司根据国家“十三

五规划发展纲要”指出的大力振兴装备制造业、加大交通基础设施建设、重视国防建设军民融合、重点打造海

洋经济创新发展、加快推动风电产业发展、积极推进核电建设以及 “一带一路”建设和“军民融合”等重大利好，

公司结合自身情况和充分考虑公司下游传统工业行业持续低迷的宏观因素影响，对经营计划涉及的行业领域

进行恰当调整。如：一是与“一带一路”建设重要参与单位实现经常性业务沟通。报告期内，公司成功中标中

国石油集团东方地球物理勘探有限责任公司“地震勘探节点连接器”项目，该项目为公司自主研发产品，该产

品的立项研制到最终成果转换，标志着我国现已拥有能够独立研发、生产节点连接器并填补国内空白的企业，

实现国产化替代，亦为实现深海勘探提供重要技术保障。目前，公司亦在加快推进“一带一路”建设的参与度。

二是积极推进“军民融合”进程，强化与军方的既有合作，以及为确保选定军交新产品项目立项和深入设计积

极走访调研并编写可行性研究报告；报告期内，公司根据年初河北省国防科技工业局五部门联合印发的《关

于开展第二批河北省军民融合产学研用示范基地建设工作的通知》要求，就申报“第二批河北省军民融合产学

研用示范基地”公司积极向相关单位申报材料，并积极组织专家对公司资格进行评审和综合审查。三是持续推

进深海系泊系统开发，公司现已立项深海系泊系统研发、实验及成果转换工作，以满足未来市场需求并填补

国内空白。目前系泊系统已完成调研、标准翻译、索体设计、钢丝拉拔、钢丝镀锌，准备捻绳，工装设计。

为确保项目顺利进行，公司充分与研究院等外部机构沟通交流，以获得与系泊系统设计、制造、计算分析、

运输等有关的关键技术资料，为系泊系统项目的后续工作提供必要保障。四是持续关注雄安新区建设情况。

在技术研发方面：报告期内，公司完成《JQ900B型架桥机关键部件工艺研发》、《2160级特种钢丝绳的研制》

等研发项目立项30项，完成项目20项；完成《一种表面渗稀土铝矿用链条及制作方法》、《一种带加紧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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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电叶根吊具》等；专利申报16项，其中申报发明专利5项，获得专利证书9项；完成国家高新技术企业评估

申报资料的编写工作，目前已通过省科技厅组织的专家评审。公司与大连益利亚机械工程有限公司成立了“巨

力-益利亚技术中心”，双方就新产品研发及技术攻关达成战略意见，就联合开展产品研发、关键技术攻关、

人才培养、申报国家和省市级重大技术攻关课题等项目，结合双方优势在吊索具有限元分析、吊装仿真设计

等方面加强合作。在市场营销方面：公司积极参与国内外工程项目及基础设施建设。报告期内，公司承接的

工程项目有：珠澳大桥岛隧工程6000吨最终接头吊装、马来西亚槟城人工岛项目、阿尔及利亚Bajaia港口用钢

板桩项目、马尔代夫机场项目、索马里码头项目、土耳其Manavgat斜拉桥项目、东方地球物理勘探深海地震

勘探节点连接器项目、石家庄会展中心项目、攸县酒埠江景区桥隧及连接线项目、阜阳市颍柳路泉河桥工程、

海口五源河体育中心项目等。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72,611.22万元，同比增长0.30%，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2,014.53万

元，同比增长8.26%。 

单位：万元 

 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同比增减 

营业收入 72,611.22 72,396.70 0.30% 

营业成本 58,034.87 56,504.57 2.71% 

营业利润 823.30 1,025.09 -19.69% 

期间费用 12,117.73 13,483.97 -10.13% 

研发投入 3,053.24 3,023.61 0.98%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732.79 268.30 173.12% 

变动情况说明： 

①、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总收入72,611.22万元人民币，同比增长0.30%，报告期内，公司主营业务及

其结构、主营业务成本构成均未发生重大变化，去年同期基本持平； 

②、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利润823.30万元，比去年同期下降19.69%；利润总额2,220.46万元，比去年

同期上升7.94%；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2,014.53万元，比去年同期上升8.26%。 

公司业绩变动的主要原因有： 

①、报告期内，公司营业收入较上年同期未发生重大变化，毛利率总体下降1.88%，毛利总体减少1,315.77

万元，其主要原因为报告期内原材料价格不稳定，公司战略合同及工程订单为锁定销售价格，材料大幅上涨

致使毛利率下降。其中：缆索工程产品毛利较上年同期减少1265.55万元，毛利率下降38.20%；钢丝绳索具收

入较上年同期减少2089.66万元，毛利率下降1.21%，毛利减少656.44万元；钢丝绳毛利较上年同期减少277.47

万元，毛利率下降4.60%。 

②、经营活动现金净流量732.79万元，同比上升173.12%，主要原因为报告期内货款回笼增加所致。 

（2）主要财务数据同比变动情况 

单位：元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同比增减 变动原因 

营业收入 726,112,221.64 723,966,950.80 0.30%  

营业成本 580,348,727.99 565,045,721.28 2.71%  

销售费用 71,590,214.68 72,630,228.12 -1.43%  

管理费用 27,066,090.47 35,734,511.19 -24.26%  

财务费用 22,520,971.93 26,474,979.42 -14.93%  

所得税费用 2,059,250.93 1,963,172.53 4.89%  

研发投入 30,532,428.70 30,236,079.39 0.98%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7,327,856.98 2,683,000.20 173.12% 
主要原因为报告期内货款回笼

较上期增加所致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769,467.48 -47,034,944.22 103.76% 主要原因为报告期内处置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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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产及无形资产较上期增加所

致。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5,500,102.37 270,403,778.20 -94.27% 
主要原因为报告期内取得借款

较上期减少所致。 

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 24,885,167.37 225,253,537.69 -88.95%  

预付款项 246,578,940.55 177,987,656.43 38.54% 
主要原因为报告期内预付材料

采购款较期初增加所致 

其他流动资产 1,901,973.13 2,774,509.28 -31.45% 
主要原因为报告期末预缴税款

较年初减少所致 

投资性房地产 14,601,764.13 24,259,920.73 -39.81% 
主要原因为报告期内部分投资

性房地产转回固定资产所致 

其他非流动资产 1,492,322.00 11,950,072.00 -87.51% 
主要原因为报告期内收回部分

土地储备款项所致 

应交税费 6,470,457.93 14,375,882.22 -54.99% 
主要原因为报告期末部分税款

缴纳减少所致 

应付利息 303,472.22 1,506,169.46 -79.85% 
主要原因为报告期末贷款利息

期末支付所致 

营业外支出 652,133.05 1,825,356.60 -64.27% 
主要原因为报告期内处置非流

动资产损失较上期减少 

（3）、主营业务构成情况 

单位：元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同比增减 

金额 占营业收入比重 金额 占营业收入比重 

营业收入合计 726,112,221.64 100% 723,966,950.80 100% 0.30% 

分行业 

纺织业 142,609,806.05 19.64% 125,732,719.51 17.36% 13.42% 

金属制品业 292,997,958.68 40.35% 289,595,220.11 40.00% 1.17% 

通用设备制造业 242,157,407.47 33.35% 292,056,569.68 40.34% -17.09% 

供热销售 6,828,940.25 0.94% 2,428,083.39 0.34% 181.25% 

其他 41,518,109.19 5.72% 14,154,358.11 1.96% 193.32% 

分产品 

合成纤维吊装带索具 142,609,806.05 19.64% 125,732,719.51 17.36% 13.42% 

钢丝绳及钢丝绳索具 201,795,635.49 27.79% 196,520,628.49 27.14% 2.68% 

工程及金属索具 305,127,227.25 42.02% 363,359,810.25 50.19% -16.03% 

链条及链条索具 28,232,503.41 3.89% 21,771,351.05 3.01% 29.68% 

供热销售 6,828,940.25 0.94% 2,428,083.39 0.34% 181.25% 

其他 41,518,109.19 5.72% 14,154,358.11 1.96% 193.32% 

分地区 

出口 123,680,123.52 17.03% 113,450,347.77 15.67% 9.02% 

内销 602,432,098.12 82.97% 610,516,603.03 84.33% -1.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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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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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报告期无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 

 

 

                                                  巨力索具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杨建忠 

                                                  2017 年 8 月 1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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