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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重要提示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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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者应当到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等中国证监会指定媒体上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文。 

2 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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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会议。 

 

4 本半年度报告未经审计。 

 

5 经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无 

二 公司基本情况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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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精工钢构 600496 长江精工、G精工钢

、长江股份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沈月华 张姗姗 

电话 021-62968628 0564-3631386 

办公地址 上海市闵行区黎安路999号大

虹桥国际30-32 

安徽省六安市经济技术开发区

长江精工工业园 

电子信箱 600496@jgsteel.cn 600496@jgsteel.cn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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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608,169,749.41 11,553,716,129.89 9.1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资产 

5,022,598,562.22 3,965,515,477.95 26.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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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1,328,047.95 -128,693,753.32 -134.14 



营业收入 3,895,097,346.67 3,032,690,573.59 28.4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 

118,861,288.39 55,528,723.72 114.0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 

105,546,836.22 17,823,368.06 492.18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

益率（%） 

2.96 1.47 增加1.49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

股） 

0.0716 0.0368 94.57 

稀释每股收益（元／

股） 

0.0716 0.0368 94.57 

 

 

2.3 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 股 

截止报告期末股东总数（户） 130,130 

截止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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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质押或冻结的股份

数量 

精工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境内

非国

有法

人 

20.16 365,069,604 0 质押 365,000,000 

精工控股集团（浙江）投

资有限公司 

境内

非国

有法

人 

16.57 300,000,000 300,000,000 质押 300,000,000 

六安市产业投资发展有限

公司 

国有

法人 

2.42 43,782,152   无 0 

幸福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

司－万能险 

其他 0.55 9,890,099   无 0 

张丕富 境内

自然

人 

0.51 9,151,846   无 0 

云南国际信托有限公司－

鑫睿 2号集合资金信托计

划 

其他 0.41 7,500,000   无 0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

任公司 

其他 0.39 7,131,300   无 0 

段学东 境内 0.38 6,800,583   无 0 



自然

人 

方朝阳 境内

自然

人 

0.28 5,028,124   无 0 

高洋 境内

自然

人 

0.26 4,707,100   无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

明 

精工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为本公司控股股东，精工控股集

团（浙江）投资有限公司为控股股东的全资子公司，二者为

一致行动人。方朝阳为精工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未知

其他股东有无关联关系。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

量的说明 

无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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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适用  √不适用  

2.5 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适用  √不适用  

 

2.6 未到期及逾期未兑付公司债情况 

√适用□不适用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债券名称 简称 代码 发行日 到期日 债券余额 利率（%） 

长江精工钢

结构（集团）

股份有限公

司 2015 年

公司债券 

15 精工债 122413 2015-07-29 2020-07-29 600,000,000 5.20 

长江精工钢

结构（集团）

股份有限公

司 2017 年

公 司 债 券

（第一期） 

17 精工 01 143400 2017-11-15 2021-11-15 385,000,000 6.50 

反映发行人偿债能力的指标： 

√适用□不适用  

主要指标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资产负债率 60.13   65.64   

 本报告期（1-6月） 上年同期 

EBITDA利息保障倍数 3.58   2.73   

 



关于逾期债项的说明 

□适用√不适用  

 

三 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3.1 经营情况的讨论与分析 

2018年，公司继续推行“创新驱动，转型发展；强化执行，高效运营”的经营方针。在公司

上年订单达到百亿后，集团上下同心协力，继续拼搏，2018年半年度订单再创新高，继续保持增

长势头。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业务承接额 65.71亿，同比增长 31.68%；业务总收入 38.95亿元，同比

增长 28.44%；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1.19 亿元，同比增长 114.05%，扣非后净利润 1.06

亿元，同比增长 492.18%，主要得益于公司订单承接持续增长、新业务技术加盟模式发展及钢价

波动影响减弱。 

业务承接情况分析 

2018年 1月至 6月，公司（包括控股子公司）累计承接新业务 210项，承接金额 65.71亿元，

实现全年目标 130亿的 50.55%，较去年同期增长 31.68%。其中 4-6月业务承接金额为 34.63亿元，

同比增长 29.31%。 

报告期业务增长主要源于工业建筑、公共建筑和集成建筑，分别较去年同期增长了 9.28亿元、

9.10亿元和 5.06亿元。 

1、工业建筑领域：精准定位，深耕细分市场；提升服务品质，提高客户二次购买率。 

1）精准定位，深耕细分领域市场，业务承接额大幅提升。 

报告期，公司工业建筑项目承接额 35.06亿元，同比增长 35.98%。公司在巩固传统市场的同

时，继续定位新兴行业，积极开拓高端物流、新能源汽车、重型结构厂房、垃圾焚烧项目等细分

领域市场。如报告期内公司承接汽车厂房类项目承接额占工业建筑业务承接额的 27.52%；承接了

唯品会、普洛斯、京东等企业物流园项目,项目承接额占工业建筑业务承接额的 13.35%。 

2）提升服务品质，老客户占比稳步上升。 

报告期，工业建筑老客户订单上升至 65%，主要得益于公司实施创新驱动，制定个性化、差

异化服务方案，不断提高客户满意度。比如继 2017年成功中标华为研发实验室（一期）项目钢结

构分包工程（一标段）后，报告期内公司再次承接华为研发实验室（一期）项目 5G实验室钢结构

工程。 

2、公共、商业建筑板块：定位高端客户，实现业绩和品牌价值的双提升 

报告期，公司继续实施定位高端客户战略，不断巩固精工“城市地标的缔造者”地位，实现

业绩和品牌价值的双提升。公共建筑项目承接额较上年同期增长 9.1 亿元，承接了内蒙古自治区

规模最大的公共建筑项目——呼和浩特市文化客厅项目，国内体量最大、结构最复杂的室内滑雪

场之一的成都万达水雪乐园钢结构工程等。 

绿色集成建筑业务 

自从 2013年 1月 1日，国务院办公厅发布了 1号文件《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转发发展改革委住

房城乡建设部绿色建筑行动方案的通知》，文件提出要推动建筑工业化开始，各级政府积极响应关

于发展装配式建筑的文件如雨后春笋涌现，行业的共识、指标的落地，标准的完善，都在推动装

配式建筑这一未来建筑业模式的发展进程。公司作为装配式建筑的龙头企业，紧抓政策发展机遇，

在巩固自身研发成果的同时，通过直营和技术加盟双轨模式进行产业布局，抢抓市场，并取得了

较好的成果。报告期，公司绿色集成业务（装配式建筑业务）主要开展如下： 



在业务方面，报告期，公司装配式业务承接 5.46亿元，公司通过直营 EPC 方式承接了 4亿元

的温州市现代冷链物流中心项目南区（装配式建筑）建设工程，该项目是公司继装配式公寓楼产

品体系市场化后，在装配式全产品领域的再次业务突破；公司通过技术加盟模式与河北省秦皇岛

市当地企业开展技术合作，顺利打开河北秦皇岛市场，这是公司在开拓了宁夏等市场后又一个新

的区域布局。 

在其他方面：报告期，公司“精工钢构 BIM信息化管理平台”荣获浙江省建设科研项目，“适

合浙江地区发展的装配式钢结构体系研究”荣获绍兴市建设科研项目；取得装配式建筑的发明专

利授权 9项，实用新型专利授权 9 项。报告期，公司下属子公司浙江绿筑建筑系统集成有限公司

与宁夏合作方关于技术加盟业务获浙江省科技厅组织对技术进行认定及登记，根据税务机关出具

《纳税人减免税务备案登记表》，浙江绿筑在此项合作中所取得的收入免征 6%的增值税。这是公

司在推行装配式技术合作领域所享受的第一单，对公司后续开展此类业务模式具有示范效应，对

于公司装配式业务开展及经营有积极影响。 

利用资本市场促进产业发展 

报告期内，公司完成向控股股东下属全资子公司非公开发行 3亿股，募集资金 9.57亿元，用

于建设 16万吨钢结构及其配套工程项目。非公开发行工作的顺利完成，进一步增强公司的业务承

接能力，有效降低公司的财务风险，进而巩固和提升公司的竞争优势。 

技术创新与品牌建设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继续坚持科技创新、管理创新，巩固与提升了公司在业内的品牌形象。公司

顺利通过“国家认定企业技术中心”和“高新技术企业”复评，共取得发明专利授权 14项，受理

19 项，取得实用新型专利授权 31 项。工程奖项方面，鄂尔多斯市东胜区全民健身活动中心体育

场荣获詹天佑奖，陕西大剧院钢结构工程、北京新机场旅客航站楼及综合换乘中心（核心区）等

7项工程荣获中国钢结构金奖；报告期，公司荣获“中国建筑钢结构行业（5A）诚信企业”、中国

建筑钢结构行业竞争力榜单民营企业第一名。 

 

3.2 与上一会计期间相比，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原因及其影响 

□适用  √不适用  

 

3.3 报告期内发生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更正金额、原因及其影响。 

□适用  √不适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