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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重要提示 

1 本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年度报告全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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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致同会计师事务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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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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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向股东提供充分合理的投资回报，结合公司目前业务发展对资金的需求，公司董事会拟定 2018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如下：拟以 219,950,901股为基数，按照每 10 股现金分红 0.15元(含税)，利

润分配总额 3,299,263.52元，占归属于上市公司净利润 35.18%；不进行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 

本预案已由公司三届董事会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二 公司基本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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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福鞍股份 603315 \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姓名 秦帅 

办公地址 辽宁省鞍山市千山区鞍郑路8号 

电话 0412-8437608 

电子信箱 qinshuai9335@163.com 

 

2 报告期公司主要业务简介 

(一)主要业务 

公司主要从事重大技术装备配套大型铸钢件的生产和销售，2018 年新增天然气销售业务。按照用

途，公司产品可以分为火电设备铸件、水电设备铸件以及其他铸件，主要火电产品有：高/中压内、



外汽缸；阀体/缸体；超超临界主汽调节阀；燃机排气缸、燃机透平缸等；水电产品：上冠、下环、

转轮体、推力头、叶片、球阀阀体等；轨道交通产品：内燃机转向架、矿用卡车轮毂、架体等。 

（二）经营模式 

公司采取“以销定产”的订单式生产方式，销售是公司生产经营的中心环节，采购、生产均围绕

销售展开。 

1、采购模式 

公司的原材料包括：废钢以及钼铁、镍板、低铬、微铬等二十余种铁合金材料。公司生产部根据

订单制定各月的生产经营计划，下发到供应部，供应部据此制定采购方案，采用持续分批量的形

式向原料供应商进行采购。 

公司与主要供应商建立了稳定的合作关系，原材料供应渠道稳定。目前公司主要通过招标、询价

比价和长期采购协议的方式进行采购。公司在东北地区的原材料采购量较大，对供应商的议价能

力较强，采购时一般由供应商负责送货到公司。由于东北地区废钢等资源较丰富，公司具有就近

采购、运输快捷的地缘优势，一般不必保持太多原材料库存。公司往往在大额采购合同中约定按

公司要求的数量和时间送货，或在指定的时间内均衡供货，或只约定一个采购数量区间，可以根

据生产需求情况灵活安排原材料采购。 

2、生产模式 

（1）按需定制、以销定产的生产模式 

公司的主要产品为重大技术装备配套大型铸钢件，由于不同客户对铸件产品外观和性能的要求各

不相同，因此公司需按照客户订单实行“按需定制、以销定产”的生产模式，公司的生产模式决

定了公司原材料库存量较为稳定。此外，公司的生产线主要为通用设备，可根据订单分布和客户

需求在不同类型产品之间灵活切换。 

（2）多部门协同作业生产模式 

“按需定制、以销定产”的生产模式决定了公司的生产过程需各部门各司其职、协同参与，公司

产品生产的内部组织活动如下： 

销售部根据客户信息和销售计划对生产起组织、引导作用，在整个生产过程中，销售部的项目经

理是客户与各生产部门之间的桥梁，需随时向客户汇报产品生产进度，同时将客户的要求反馈给

设计、生产部门。 

工艺部负责工艺设计，包括选择最优工艺方案、创建模型、进行浇铸过程计算机数字模拟以及出

具制造工艺图等。大型发电设备制造商向公司采购时除提供图纸外，还会在合同中指定技术标准，



工艺部据此编绘制造工艺图。在完成工艺设计并将文件及图纸交付生产部后，工艺部还会指派专

门的工艺员对生产流程进行跟踪监督和指导。 

工艺部将工艺图纸下发生产部，生产部根据合同约定工期、生产难度、库存原材料安排生产计划，

并下达给各工作车间。生产部对生产全程进行监管，生产计划员根据月度生产计划编制具体的月、

周、日生产作业计划，生产部调度室负责生产所需的人工、物料、能源调度，记录现场状态。 

生产过程中质量管理部负责质量控制，编制质量控制文件，并严格执行质量保证制度，确保生产

过程中的所有工艺和技术能完整、正确地实施。 

3、销售模式 

（1）销售方式 

公司产品内销主要采用直接销售给下游重大装备生产企业的方式。出口则主要通过直接出口及委

托外贸出口、销售给跨国公司或者跨国公司在国内的分支机构的方式进行。 

（2）市场信息反馈 

收集市场信息、开拓潜在市场是销售部的重要职责。大型铸件行业“以需定制、以销定产”的特

点决定了销售部在企业产品研发、产品结构调整中起主导作用。公司销售部通过分析国内外客户

的具体需求，以及同行业竞争对手的产品结构，每月将相关信息汇总反馈给公司管理层，以便管

理层根据市场反馈信息及时对公司产品研发方向和未来发展战略作出调整。 

（3）销售合同管理 

销售部对合同订单进行统计、初审，并由工艺部进行进一步的评审。合同评审包括审查订单的可

执行性，公司生产能力和技术水平能否满足订单需求，能否保证按期交货，价格和付款方式是否

合理等，评审通过的订单方能组织生产。 

（4）销售目标管理 

销售部实行项目管理制，每个项目由专人担任项目经理，负责跟踪项目进度，了解现场生产的进

展与合同的执行情况，并随时与客户沟通。对于合同金额较大的项目，项目经理每月向客户提供

一份生产工期表，使客户及时掌握项目进度。 

（三）行业情况 

现阶段，我国铸造业处于从铸造大国向铸造强国转型的阶段。我们必须要解决现有问题的困扰。

抓住这一机遇,加强技术研发，提升管理水平，提高铸件的质量，提升中国铸件在国际上的形象，

提升铸造企业的国际竞争力，进而带动我国铸造行业整体向前发展。 

第一，加强对铸造新工艺的研发力度，利用新材料和新设备进行生产。加强对铸造材料的研发，



同时还要注重提升工艺水平, 采用计算机等先进的技术来提高产品的质量。在铸造领域很多材料

具有通用性，必须要加强这类材料的工艺设计方面的研究，还要加强其质量稳定方面的研究,进而

提升铸造产品的质量。 

第二，加强合作交流，建立信息交互平台。首先，对于铸造企业存在的共同问题，要集中解决，

注重提高铸件的合格率,降低生产过程中能耗的消耗,减轻对环境的污染。科研单位加强合作，共同

解决现有的问题，面向市场解决实际问题，这是铸造技术发展的主要目标。其次，利用现有的网

络，建立技术传输平台。不仅在国内要进行信息交互，还要同国外的企业合作,引进消化吸收新型

的铸造技术,攻克技术难题，并且尽快将技术转化为生产力。 

第三，引进专业人才,加强技能培训。从长远来看,企业应该制定稳定人才的政策，积极地吸引人才。

企业可以委托相关的高校定向培养专业人才,对现有的员工要加强技能的培训。另外，对领导层人

员加强管理知识培训，对管理人员也要加强相应技能培训,提升其专业素质，利用管理知识提高企

业效益。 

第四，加强自主创新能力。对于同质化严重的铸造企业进行兼并，加强专业化生产,提升竞争力，

还要建立产业链，加强产业聚集，实现基础的资源共享；在企业聚集的同时，还可以实现信息的

集聚，实现专业人才的集聚，实现技术的集聚。企业对于加强技术研发，提高设备质量,还要加强

自主创新能力，生产出一系列的先进铸件,力争在国际市场上占据一席之地。 

3 公司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3.1 近 3 年的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2018年 2017年 

本年比上年 

增减(%) 
2016年 

总资产 1,389,845,152.69 1,380,239,168.98 0.70 1,073,739,153.95 

营业收入 335,359,967.73 313,661,078.71 6.92 345,947,653.81 

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净利

润 

9,378,162.34 8,892,216.10 5.46 34,407,718.83 

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扣除

非经常性损益

的净利润 

1,956,964.56 874,541.63 123.77 29,718,364.72 

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净资

产 

987,546,810.23 981,467,911.41 0.62 652,931,960.08 

经营活动产生

的现金流量净

额 

-54,468,133.35 17,160,515.10 -417.40 29,229,051.76 

基本每股收益 0.0426 0.0437 -2.52 0.1720 



（元／股） 

稀释每股收益

（元／股） 

      

加权平均净资

产收益率（%） 

0.95 1.26 减少0.31个百分

点 

5.33 

 

 

 

 

3.2 报告期分季度的主要会计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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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5,563,466.50 

66,572,293.9

0 
80,690,583.53 92,533,623.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 
2,743,413.24 1,177,803.81 4,622,253.94 834,691.3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

净利润 

1,785,325.40 219,725.17 610,839.69 -658,925.70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量净额 
-34,087,290.64 5,219,132.32 45,377,854.34 -70,977,829.37 

 

季度数据与已披露定期报告数据差异说明 

□适用  √不适用  

4 股本及股东情况 

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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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621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末的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15,024 

截止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0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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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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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福鞍控股有限公司   121,912,500 55.43 0 质押 72,365,900 境内

非国

有法



人 

李士俊   10,687,500 4.86 0 质押 7,480,000 境内

自然

人 

国寿安保基金－广发

银行－华鑫信托－华

鑫信托·慧智投资

102号单一资金信托 

  9,770,566 4.44 0 无 0 未知 

华澳国际信托有限公

司－华澳·臻智46号

－福鞍股份员工持股

计划集合资金信托计

划 

  7,039,516 3.20 0 无 0 未知 

吕世平 5,002,569 5,002,569 2.27 0 无 0 境内

自然

人 

万洪波 -2,190,200 4,138,000 1.88 0 质押 4,138,000 境内

自然

人 

上海君政投资中心

（有限合伙） 

  4,072,134 1.85 0 无 0 未知 

上海中兵国泰君安投

资中心（有限合伙） 

  4,072,134 1.85 0 无 0 未知 

江西大道国鼎实业发

展有限公司 

  2,036,067 0.93 0 无 0 未知 

李如铁   800,100 0.36 0 无 0 境内

自然

人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

明 

吕世平为福鞍控股实际控制人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

量的说明 

0 

 

 

4.2 公司与控股股东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的方框图 

□适用  □不适用  



 

 

4.3 公司与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的方框图 

√适用  □不适用  

 

4.4 报告期末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 10 名股东情况 

□适用  √不适用  

5 公司债券情况 

□适用  √不适用  

三 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1 报告期内主要经营情况 

1、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335,359,967.73 元，同比增加 6.92%，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 9,378,162.34元，同比增加 5.46%。 

2、报告期末公司资产总额 1,389,845,152.69 元，比上年末增幅 0.70%,归属于上市股东的股东

权益总额为 987,546,810.23 元，比上年末增幅 0.62%。 

 

2 导致暂停上市的原因 

□适用  √不适用  

 



3 面临终止上市的情况和原因 

□适用  √不适用  

 

 

4 公司对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变更原因及影响的分析说明 

√适用□不适用  

1、会计政策变更的原因 

2018 年 6 月 15 日，财政部发布了《关于修订印发 2018 年度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通知》（财

会[2018]15号），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进行了修订，适用于 2018年度及以后期间的财务报表。

按照上述通知的规定，公司对原会计政策进行相应变更。 

2019 年 3 月 19 日，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会计政策变更的

议案》。 

2、会计政策变更的影响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仅对财务报表项目列示产生影响，对公司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无

影响。内容详见公司临时公告 2019- 010《福鞍股份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公告》 

5 公司对重大会计差错更正原因及影响的分析说明 

□适用√不适用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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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适用□不适用  

本期纳入合并报表范围的子公司未发生变动，包括辽宁福鞍机械制造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福鞍

机械”）、鞍山金利华仁经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利华仁”）、辽宁兴奥燃气经营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兴奥燃气”）、辽宁福鞍燃气轮机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福鞍轮机”）。上述子公司具体

情况见“附注七、在其他主体中的权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