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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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华会计师事务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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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拟以公司 2018年末股本总数 1,790,679,985股为基数，以未分配利润向全体股东每 10股送红股

2股并派发现金股利人民币 1元（含税），本次实际用于分配的利润共计人民币 537,203,995.5 元，

剩余未分配利润结转下一年度；本次送股合计 358,135,997 股（每股面值 1元），送股完成后，公

司总股本变更为 2,148,815,982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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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杭萧钢构 600477 G杭萧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周滨 楼懿娜 

办公地址 杭州市中河中路258号瑞丰大厦7楼 杭州市中河中路258号瑞丰

大厦5楼 

电话 0571-87246788 0571-87246788 

电子信箱 zhou.bin2@hxss.com.cn lou.yina@hxss.com.cn 

 

2 报告期公司主要业务简介 

（一）主要业务 

公司上市以来主营业务主要包括多高层钢结构、轻钢结构、空间钢结构、建材产品，2010 年，公

司为加大钢结构住宅推广力度，树立钢结构住宅样板工程，成立房产公司开始涉足钢结构住宅的

房产开发业务。2014 年，公司在技术创新的基础上创新商业模式，开创了以技术、品牌、管理方

法等资源实施许可为核心的战略合作业务模式。2018 年，公司在继 2014 年开创了以技术、品牌、

管理方法等资源实施许可为核心战略合作业务模式并取得阶段性成果后投资设立了万郡绿建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拟重点培育建设绿色建筑产业生态价值链平台，为公司及绿色建筑产业生态圈内

的国内外房产企业、建筑企业、部品部件生产企业、钢构企业等主体，提供产品和企业形象展示

服务、各种部品部件、建材、原辅材料的一站式线上线下采购服务及企业管理咨询等服务。 

（二）经营模式 

钢结构行业普遍采用以销定产的经营模式，根据订单设计和生产各类钢结构，大部分钢结构工程

通过招投标的方式获取。 

公司的房地产业务，主要是为公司推进钢结构装配式住宅产业化发展而进行的战略布局，是公司

应用钢结构装配式建筑研发成果的载体，目前占公司整体业务比重不大。公司房地产业务的经营

模式为通过“招拍挂”取得开发土地后，进行房地产项目开发，在达到销售标准后进行相应销售

工作。 

浙江汉德邦建材有限公司是国内首家钢结构上市公司杭萧钢构股份有限公司（简称杭萧钢构）的

全资子公司。公司承袭杭萧钢构优良的文化基因，共享其强大的技术研发实力等资源优势，斥巨

资引进全球领先的德国及奥地利生产设备与工艺，专业生产压蒸无石棉纤维素纤维水泥平板（CCA

板，公司在国内注册了唯一的商标）、钢筋桁架楼承板（TD 板）、装配式钢筋桁架楼承板（ATD 板）

等绿色、环保、节能、高效的新型建材系列产品。 

依托前期在全国的战略合作布局优势和在装配式建筑领域的先发优势，公司拟通过集成绿色建筑

产业生态圈内的部品部件、建材、房产、建筑、装饰企业来整合建筑产业链的上下游资源，以绿

色建筑互联网产业平台为着力点，打造一个以绿色建筑全产业链材料为产品的垂直领域 B2B 电商

交易平台——万郡绿建。通过采取在线上商城进行 B2B 交易和在线下产品体验馆进行产品展示和

服务体验，来促使客户企业在销售、采购、管理、经营等环节实现成本降低及效率提高。 

（三）行业情况说明 

装配式建筑是采用工厂化生产的预制部品部件在工地装配而成的建筑，代表新一轮建筑业科技革

命和产业变革方向，既是传统建筑业转型与建造方式的重大变革，也是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

重要举措，更是新型城镇化建设的有力支撑。 

钢结构带有先天的装配式基因，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是装配式建筑的重要分支。钢结构在我国

应用已超过 30 年，特别是近 10 余年发展迅速。目前国内钢结构行业总体呈现市场化程度高，行

业集中度低，同质化竞争严重的特点。钢结构行业根据工艺和用途的差异，可分为轻钢结构、多

高层钢结构、空间钢结构（含网架、桁架结构等）三个子行业。从行业细分市场看，在以厂房为

代表的轻钢领域，由于其应用最早也最为广泛，技术相对成熟，进入壁垒相对较低，参与竞争的

中小型企业众多，市场分散且竞争也最为激烈；在多高层钢结构领域，由于钢结构工程技术含量

高，制作安装难度较大，产品质量及精度要求高，竞争较轻钢市场缓和；而空间结构主要运用于

大型体育场馆、剧院、机场、火车站等大跨度公共建筑，对资金实力和资质要求高，对产品质量

和精度也有更高的要求，进入门槛高，在三者中竞争最为缓和，但随着多高层、大跨度空间钢结

构市场领域技术发展以及技术壁垒的削弱，目前也已进入竞争较激烈的阶段。 



钢结构在超高层、大跨度空间结构、工业厂房这些领域应用已非常广泛，其设计理论、规范标准、

施工技术也非常成熟，而钢结构在住宅上的应用，因我国钢结构住宅市场兴起较迟，市场占有率

低，由于存在技术壁垒，竞争态势还未充分发育，但随着建筑工业化和钢结构住宅产业化发展进

程的加快，在国家顶层设计及产业政策的助推下，装配式建筑进入全面提速阶段，钢结构住宅将

有更广泛的应用和发展前景，也将有力助推钢结构市场的发展。 

从目前建成的钢结构住宅项目看，钢结构结构体系成熟、围护材料逐步改善、装配工艺不断优化，

住宅整体性能大幅提升，工程造价逐步具有市场竞争优势，具备了产业化发展的条件。公司承建

的 100 万方万郡大都城项目、万郡陶山府、绿城柳岸晓风、桂语江南、凤起潮鸣项目、东城金茂

府、泰禾中央广场、天阳融信东方邸、湖州赞成海月、杭州萧山的钱江世纪城人才专项用房、武

汉世纪家园、厦门帝景苑、许昌空港城、乌鲁木齐巴哈尔路片区棚户区改造项目、于都县双创公

寓项目、莫干山郡安里、湖州赞成置业项目等都为我国钢结构住宅产业化发展起到了良好的标杆

示范作用。 

近年来我国装配式行业相关产业政策不仅暖风频吹，且已逐渐上升为国家战略，政府相继出台了

《关于大力发展装配式建筑的指导意见》（国办发【2016】71 号）、《国务院办公厅关于促进建筑

业持续健康发展的意见》（国办发【2017】19 号）、《“十三五”装配式建筑行动方案》等对行业发

展有重要影响的多项国家政策，政策明确了大力发展装配式建筑的目标及任务，力争用 10 年左右

的时间，使装配式建筑占新建建筑面积的比例达到 30%。而在积极探索发展装配式建筑过程中，

2017 年，住建部先后通过第 1418 号公告和第 1773 号公告批准装配式建筑技术标准及装配式建筑

评价标准为国家标准，分别自 2017 年 6 月 1 日和自 2018 年 2 月 1 日起实施，为装配式建筑发展

在技术规范与标准的顶层设计方面提供有力的支撑保障，推动我国装配式建筑健康快速持续发展。

2018 年 12 月底，全国住房和城乡建设工作会议明确提出“大力发展钢结构等装配式建筑”。2019

年 3 月底，住建部公布《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建筑市场监管司 2019 年工作要点》中“开展钢结构

装配式住宅建设试点”再次被明确提及。 

装配式建筑分为装配式木结构、装配式混凝土结构、装配式钢结构，而钢结构作为装配式建筑的

重要形式之一，在国家目前的经济战略中的作用和地位也日趋重要。根据中国建筑金属结构协会

钢结构分会中国钢结构建筑行业报告，2017 年全国钢结构完成产量为 6145 万吨，较上年增幅为

10%，近五年钢结构完成产量呈逐年上升趋势。从钢结构产品分类来看，住宅建筑、多高层/超高

层建筑和场馆类建筑三类在 2017 年约占钢结构产品总量的 67%。根据中国钢结构协会的数据，

2017 年度我国钢结构产量突破 6400 万吨，预计 2018 年度产量超 7000 万吨，钢结构产量平均年

增长 13.3%，近十年产量一直保持上升趋势。 

我国钢结构行业在建筑业仍不是支柱产业，钢结构在建筑业的占比不高（钢结构产值占建筑业总

产值的比例不到 3%），钢结构在建筑业的发展空间还很大。而发展装配式钢结构建筑是建筑业推

进“供给侧改革”的重要举措，更是“藏钢于民”、完善战略储备、拉动经济发展的重要抓手，相

信在全国各地关于大力发展钢结构和装配式建筑的政策文件相继出台的背景下，钢结构建筑行业



必将迎来新的发展机遇和更广阔的市场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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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905,740,747.02 6,947,584,362.82 13.79 6,275,143,793.78 

营业收入 6,184,367,291.09 4,628,165,363.60 33.62 4,338,515,966.61 

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净利

润 

567,992,334.37 768,016,397.92 -26.04 448,758,427.46 

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扣除

非经常性损益

的净利润 

542,780,472.71 758,579,638.45 -28.45 428,514,781.04 

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净资

产 

3,237,996,321.71 2,895,820,486.89 11.82 2,168,721,521.03 

经营活动产生

的现金流量净

额 

651,921,544.86 919,477,800.32 -29.10 1,255,774,223.60 

基本每股收益

（元／股） 

0.318 0.430 -26.05 0.333 

稀释每股收益

（元／股） 

0.317 0.428 -25.94 0.329 

加权平均净资

产收益率（%） 

24.49 30.53 减少6.04个百分

点 

24.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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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73,168,759.79 1,594,344,449.42 1,671,988,496.92  2,044,865,584.9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28,691,236.65 224,132,880.87 75,308,876.36  139,859,340.4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 
126,927,525.19 218,862,615.94 67,002,716.52 

 129,987,615.07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9,363,063.88 363,622,695.92 60,436,549.23  208,499,235.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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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0,239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末的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79,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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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银木 153,983,416 753,928,137 42.10 79,970,800 质

押 

303,282,384 境

内

自

然

人 

浙江国泰建设集团

有限公司 

8,231,814 35,671,194 1.99 0 未

知 

  境

内

非

国

有

法

人 

西藏信托有限公司

－西藏信托－盛景

35号单一资金信托 

33,300,000 33,300,000 1.86 0 未

知 

  未

知 

许荣根 4,235,948 23,101,446 1.29 14,566,110 质

押 

9,550,000 境

内

自

然

人 

陆拥军 5,059,534 21,829,443 1.22 14,280,500 无 0 境

内

自

然

人 

张振勇 4,250,103 18,321,909 1.02 17,136,600 无 0 境

内

自

然

人 

陈辉 3,622,514 14,324,560 0.80 0 质

押 

5,109,000 境

内

自

然

人 

单际华 -4,056,750 12,420,750 0.69 0 无 0 境

内

自



然

人 

寿林平 2,208,029 10,256,254 0.57 5,997,810 无 0 境

内

自

然

人 

郑红梅 1,977,300 8,568,300 0.48 0 未

知 

  境

内

自

然

人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

明 

单际华先生为单银木先生的一致行动人。公司未知前十名无

限售条件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持股变动信息披露管理办法》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

量的说明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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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期内，公司整体经营情况良好，盈利能力稳步提高，2018 年 1-12 月，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618,436.73 万元(其中房产销售收入 86,909.546 万元)，同比上升 33.62%，利润总额 67,672.17



万元，同比下降 26.14%；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 56,799.23万元，同比下降 26.04%。 

2018 全年完成钢结构产量 48.48 万吨，较上年同期上升 24.72%；2018 年度，公司（包括控股子

公司）累计新签合同 81.87 亿元（不含房产销售），较上年同期增长 54.76%。 

报告期内，公司及控股子公司签订的金额在 10,000 万元人民币以上重大合同有：浙石化 4000万

吨/年炼油化工一体化项目（13,755万元）、安华.领秀城项目钢结构工程（14,056 万元）、南开区

钢丝绳厂地块定向安置经济适用房工程（11,002 万元）、北京市轨道交通新机场线一期工程土建

施工 09合同段钢结构工程（16,139万元）、玉溪职教园区玉溪体育运动学校及玉溪市少年儿童体

育学校迁建项目一区工程施工项目（49,283.89 万元）、欧珀公司第二运营基地项目钢结构工程

（20,415.28万元）、绿地中心·杭州之门项目（21,000 万元）、全南工业园区标准厂房三期（39,495

万元）、深圳市南山区后海 T107-0068宗地项目 BC栋钢结构制安工程-补充协议（23,770.49万元）、

尼日利亚莱基自贸区炼油和聚丙烯厂-补充合同（3400 万美元）等。 

报告期内，公司成功与 23家合作单位就技术、品牌、管理方法等资源实施许可业务签订了战略合

作协议，涉及资源使用费 8.33亿元，报告期内确认资源使用收入 7.93亿元。 

截止报告期末，公司累计和 98家企业签署战略合作协议，涉及资源使用费总计 34.67亿元。目前

实际已收到 30.657亿元（其中报告期内的签约 23家，共 83300万元，回款 71000 万元），针对少

部分未收到款项，公司将积极与合作方沟通，争取早日完成该部分资源使用费的收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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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行《关于修订印发 2018年度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通知》 

2018 年 6 月 15 日，财政部印发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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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简称《通知》），通知指出执行企业会计准则的非金融企业中，尚未执行新

金融准则和新收入准则的企业应当按照企业会计准则和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适用于尚未执行

新金融准则和新收入准则的企业）的要求编制财务报表。本公司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第 30号——

财务报表列报》等的相关规定，对可比期间的比较数据进行调整，调整影响 2018 年度利润表项目

“管理费用”减少人民币 193,728,983.89元，“研发费用”增加人民币 193,728,983.89 元；调

整影响 2017 年度利润表项目“管理费用”减少人民币 186,489,722.02元，“研发费用”增加人

民币 186,489,722.02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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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子公司名称 子公司类型 级次 持股比例(%) 表决权比例(%) 

杭萧钢构(江西)有限公司 控股子公司 一级 72.74 72.74 

杭萧钢构(山东)有限公司 控股子公司 一级 86.80 86.80 

杭萧钢构(河北)建设有限公司 控股子公司 一级 80.00 80.00 

    Hebei hangxiao (overseas) Pte Ltd 控股子公司的子公司 二级 70.00 70.00 

    Hangxiao steel structure (Malaysia) 
SDN.BHD. 

控股子公司的子公司 二级 100.00 100.00 

杭萧钢构（广东）有限公司 全资子公司 一级 100.00 100.00 

杭萧钢构(安徽)有限公司 全资子公司 一级 100.00 100.00 

杭萧钢构(河南)有限公司 全资子公司 一级 100.00 100.00 

杭萧钢构(内蒙古)有限公司 全资子公司 一级 100.00 100.00 

杭州杭萧钢构有限公司 全资子公司 一级 100.00 100.00 

浙江汉德邦建材有限公司 全资子公司 一级 100.00 100.00 

万郡房地产有限公司 全资子公司 一级 100.00 100.00 

    万郡房地产（包头）有限公司 全资子公司的子公司 二级 97.50 97.50 



子公司名称 子公司类型 级次 持股比例(%) 表决权比例(%) 

    杭州万郡物业服务有限公司 全资子公司的子公司 二级 100.00 100.00 

    包头市万郡物业服务有限公司 全资子公司的子公司 二级 100.00 100.00 

    万郡房地产（瑞安）有限公司 全资子公司的子公司 二级 54.00 54.00 

万郡绿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全资子公司 一级 100.00 100.00 

浙江汉林建筑设计有限公司 控股子公司 一级 77.52 77.52 

浙江鼎泓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控股子公司 一级 60.00 60.00 

新疆瑞丰双赢酒店管理有限公司 控股子公司 一级 80.00 80.00 

杭州新维拓教育科技有限公司 控股子公司 一级 65.00 65.00 

杭州瑞峰魔粒子新材料有限公司 全资子公司 一级 100.00 100.00 

 

本期纳入合并财务报表范围的主体较上期相比增加2户，其中： 

1. 本期新纳入合并范围的子公司、特殊目的主体、通过受托经营或承租等方式形成控制

权的经营实体： 

名称 变更原因 

浙江鼎泓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非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 

万郡绿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新设立子公司 

 

合并范围变更主体的具体信息详见“附注七、合并范围的变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