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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743                               证券简称：富煌钢构                      公告编号：2018-038 号 

安徽富煌钢构股份有限公司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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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富煌钢构 股票代码 0027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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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叶景全 冯加广 

办公地址 安徽省合肥市巢湖黄麓镇富煌工业园 安徽省合肥市巢湖黄麓镇富煌工业园 

电话 0551-88562993 0551-88562919 

电子信箱 yejq@fuhuang.com fengjg@fuhuang.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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31,962,110.28 1,306,515,005.51 9.6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43,052,043.94 30,226,729.29 42.4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的净利润（元） 
42,089,316.78 29,247,411.11 43.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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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5,411,732.96 -318,153,913.54 增加 101.70%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3 0.09 44.44%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3 0.09 44.44%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2.14% 1.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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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241,780,626.58 5,985,515,138.43 4.2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2,015,505,975.07 1,984,342,656.79 1.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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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3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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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徽富煌建设

有限责任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37.96% 128,000,000 0 质押 43,000,000 

平安大华基金

－平安银行－

中融国际信托

－中融－融珲

18 号单一资金

信托 

其他 8.54% 28,793,774 0   

红土创新基金

－银河证券－

深圳市创新投

资集团有限公

司 

其他 2.56% 8,635,783 0   

北京德泰恒润

投资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2.39% 8,060,000 0   

国投瑞银资本

－渤海银行－

国投瑞银资本

瑞银证券定向

增发 5 号专项

资产管理计划 

其他 2.24% 7,544,920 0   

中国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国

投瑞银瑞盛灵

活配置混合型

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1.38% 4,669,323 0   

何志坚 境内自然人 0.92% 3,104,500 0   

博时基金－兴

业银行－上海

兴瀚资产管理

有限公司 

其他 0.58% 1,945,526 0   

中央汇金资产

管理有限责任

公司 

国有法人 0.38% 1,275,80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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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渭明 境内自然人 0.35% 1,195,000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

的说明 
上述股东未知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人关系。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

明（如有）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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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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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年1-6月份，公司累计新签销售合同额人民币约238,862.00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41.45%。公司充分发挥房屋建筑施

工总承包特级资质优势，持续加强装配式建筑市场领域开拓，不断推进阜阳市颍泉区棚户区改造抱龙安置区产业化工程

（8.0727亿元）、阜阳职业技术学院新校区建设项目（8.835亿元）两大工程建设，加快宁夏生态纺织产业园工程的货款回收

工作。2018年，公司先后承接了安徽奥克斯智能电气有限公司年产800万套智能空调及配套产业园项目一期钢结构工程二标

段、成都融捷锂业科技有限公司生产基地建设项目（一期工程）建筑工程、浙江石油化工有限公司4000万吨/年炼化一体项

目装置区钢结构制作、合肥沪上人家西中学施工工程等大型工程，进一步巩固了公司持续、快速发展的态势。 

报告期内，公司整体呈现较快增长的发展态势，新签销售合同额、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等较上年同期均有较大

提高。2018年上半年，公司累计新签销售合同额人民币238,862.00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41.45%；实现营业收入143,196.21

万元，较去年同期提高9.60%；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4,305.20万元，较去年同期提高42.43%。公司的营业收入及利

润增长的原因系不断加强市场开拓力度，拓展新型市场，新签合同订单额持续增加。截至2018年6月30日公司在建的工程项

目合同总额为：956,871.60万元，其中已确认收入440,063.49万元(含税)，尚余未完工工程量为516,808.11万元。 

2018年上半年，公司资产规模持续增加，其中总资产624,178.06万元，较上年同期增加4.28%，主要系公司业务订单不

断增长。在业务不断发展的同时，公司加大了研发投入力度，上半年研发投入1,397.59万元,较上年同期增加115.38%。公司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为541.17万元，较上年同期增加101.70%，主要系本期合同订单增加，货款回收力度进一步加

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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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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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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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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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