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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300185                           证券简称：通裕重工                           公告编号：2019-014 

通裕重工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年度报告摘要 

一、重要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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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者应当到证监会指定媒

体仔细阅读年度报告全文。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异议声明 

无 

公司所有董事亲自出席了审议本次年报的董事会会议。 

瑞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本年度公司财务报告的审计意见为：标准的无保留意见。 

本报告期会计师事务所变更情况：公司本年度会计师事务所由变更为瑞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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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经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的普通股利润分配预案为：以 3,267,743,928 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0.20 元（含

税），送红股 0 股（含税），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转增 0 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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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裕重工 股票代码 3001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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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祖吉旭 李振 

办公地址 山东省德州（禹城）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 山东省德州（禹城）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 

传真 0534-7287759 0534-7287759 

电话 0534-7520688 0534-7520688 

电子信箱 tyzgzqb@126.com tyzgzqb@126.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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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公司长期从事大型铸锻件的研发、制造及销售，现已形成集冶炼/电渣重熔、铸造/锻造、热处理、焊接、机加工、大型

成套设备设计制造、涂装、物流运输于一体的完整产业链条，并可为能源电力（含风电、水电、火电、核电）、矿山、石化、

海工装备、压力容器、机械、军工、航空航天等行业提供大型高端装备的核心部件。 

风电主轴公司核心产品之一。风电主轴是风力发电机组的核心零部件，公司可以生产MW级以上各类风电主轴，并与美国

GE公司、西班牙歌美飒、安信能、德国恩德、西门子风电、丹麦维斯塔斯、印度苏司兰、中船重工（重庆）海装、国电联合

动力、上海电气、远景能源等国内外风电整机高端制造商建立了稳定的合作关系。风电作为可持续清洁能源，在当前环境问

题日益突显的情况下，发展空间十分广阔。 

管模是球墨铸管的生产用模具，球墨铸管广泛用于城镇供排水管道，少量用于燃气管道，服务于城镇基础公用事业。公

司管模产品规格涵盖DN50mm-DN2600mm。客户用公司DN2000mm-2600mm超大口径管模生产的产品已用于我国南水北调工程的建

设。报告期内，随着管模市场竞争由低价恶性竞争逐渐回归良性竞争，公司管模产品通过稳定的质量赢得了用户口碑，管模

产品订单量有了明显增长。随着我国城镇化进程加快，以及城市地下综合管廊建设推广，管模产品的市场仍然看好。 

在其他锻件方面，公司将根据客户的需要，利用锻件坯料制备、锻造、热处理、机加工产业链优势，为客户生产出高规

格、高质量的自由锻件产品，主要产品形式有船用轴系锻件、电力设备轴系锻件、压力容器筒节锻件等等。 

子公司宝泰机械公司从事大型锻件坯料的制备，锻件坯料是锻件产品的原材料。特殊锻件坯料的制造直接决定了大型锻

件生产企业的生产水平和生产效率。宝泰机械拥有特殊钢熔炼设备与技术，可以按照客户的需求进行特殊钢原材料的生产，

从而降低特殊钢原材料成本。宝泰机械的锻件坯料在满足公司锻件订单生产的前提下，其余对外销售。 

子公司宝利铸造公司主要从事球墨铸铁件，耐磨、耐热、耐腐铸铁件，特种铸铁件，普通铸铁件的生产、销售。风电轮

毂、机架、轴承座等风电类铸件是宝利铸造目前最主要的产品形式。 

子公司济南冶科所是我国专业硬质合金生产基地之一，主要从事硬质合金及相关产品的研制、生产和销售。主要产品包

括金刚石压机生产用顶锤、矿用凿岩钎片、地质勘探煤矿及页岩油气、采掘工具、盾构刀具、数控金属切削工具、硬质合金

圆棒及异型产品等，产品远销美国、加拿大、意大利、德国、日本、韩国等。 

3、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1）近三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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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位：人民币元 

 2018 年 2017 年 本年比上年增减 2016 年 

营业收入 3,535,026,649.42 3,170,681,268.78 11.49% 2,429,579,842.6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217,176,896.91 213,518,012.87 1.71% 166,214,301.7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193,487,459.06 194,731,472.38 -0.64% 148,240,915.52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38,542,617.13 87,336,180.48 173.13% 206,143,258.57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7 0.07 0.00% 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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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7 0.07  0.05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4.25% 4.25%  3.77% 

 2018 年末 2017 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减 2016 年末 

资产总额 10,365,983,318.46 10,088,497,335.05 2.75% 9,100,316,026.8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5,153,929,996.60 5,075,901,278.86 1.54% 4,993,339,970.76 

（2）分季度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人民币元 

 第一季度 第二季度 第三季度 第四季度 

营业收入 687,825,251.62 1,045,468,437.03 848,573,738.18 953,159,222.5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21,410,128.80 88,026,665.73 46,862,801.45 60,877,300.9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15,613,290.01 82,992,158.07 44,883,521.05 49,998,489.93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0,254,672.68 182,776,781.08 16,836,987.10 18,674,176.27 

上述财务指标或其加总数是否与公司已披露季度报告、半年度报告相关财务指标存在重大差异 

□ 是 √ 否  

4、股本及股东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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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期末普通

股股东总数 
128,612 

年度报告披露日

前一个月末普通

股股东总数 

135,104 

报告期末表决

权恢复的优先

股股东总数 

0 

年度报告披露日

前一个月末表决

权恢复的优先股

股东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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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司兴奎 境内自然人 13.76% 449,516,250 337,137,187 质押 300,000,000 

山东省高新技术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7.27% 237,623,835 0   

朱金枝 境内自然人 5.39% 176,226,875 162,170,156 质押 105,940,000 

杨建峰 境内自然人 1.22% 40,000,000 0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国有法人 1.02% 33,375,600 0   

杨兴厚 境内自然人 0.79% 25,943,878 0   

秦吉水 境内自然人 0.69% 22,500,000 0   

李德兴 境内自然人 0.56% 18,236,400 0   

王世镇 境内自然人 0.55% 18,047,250 13,535,437   

徐开东 境内自然人 0.35% 11,468,400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除司兴奎先生和朱金枝先生为一致行动人外，公司未知上述其

他股东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知是否属于一致行动人。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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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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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3）以方框图形式披露公司与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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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1）公司债券基本信息 

债券名称 债券简称 债券代码 到期日 债券余额（万元） 利率 

通裕重工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面向合格投资者公开

发行公司债券（第一期） 
18 通裕 01  112722 

2021 年 06

月 18 日 
10,000 7.50% 

通裕重工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面向合格投资者公开

发行公司债券（第二期） 
18 通裕 02  112760 

2023 年 10

月 30 日 
8,700 7.50% 

通裕重工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面向合格投资者公开

发行公司债券（第三期） 
18 通裕 03  112811 

2023 年 12

月 05 日 
41,300 7.50% 

报告期内公司债券的付息兑付情况 报告期内不存在需付息兑付情况 

（2）公司债券最新跟踪评级及评级变化情况 

报告期内联合信用评级有限公司对公司存续期的“18通裕01”、“18通裕02”及“18通裕03”进行了评级，相应的信用评级报告已

在深圳证券交易所、 巨潮资讯网披露。 具体情况如下： 

债券简称 公司主体信用评级 公司评级展望 公司债券信用等级 信用等级通知书 最新评级时间 报告披露时间 

18通裕01 AA 稳定 AA 联合[2018]470号 2018年5月9日 2018年6月14日 

18通裕02 AA 稳定 AA 联合[2018]1599号 2018年8月16日 2018年10月29日 

18通裕03 AA 稳定 AA 联合[2018]1939号 2018年11月14日 2018年12月4日 

报告期内无不定期跟踪评级的情况；不存在主体评级差异的情况。 

（3）截至报告期末公司近 2 年的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单位：万元 

项目 2018 年 2017 年 同期变动率 

资产负债率 48.55% 46.36% 2.19% 

EBITDA 全部债务比 14.74% 14.44% 0.30% 

利息保障倍数 2.46 2.73 -9.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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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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国内经济形势依然复杂多变。中美贸易摩擦不仅影响中美双边贸易，也对世界经济产生负面影响；国家金

融监管政策趋严，在流动性紧张的大环境下，债务违约时有发生；国家环保督查力度持续加大，国内实体经济尤其是装备制

造业面临的竞争和困难进一步加剧。报告期内，公司董事会、管理层始终围绕市场开发、降本增效、研发创新、管理提升做

好各项工作，推动公司产能释放，促进集团各项业务协同发展，在残酷的市场竞争中发挥产业链、产品链优势。2018年度，

公司实现营业收入353,502.66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11.49%，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21,717.69万元，较上年同

期增长1.71%。 

1、抢订单、抓工艺、促生产，推动产能释放和产品结构调整 

公司的经营模式是以销定产，订单对于公司的生产经营至关重要，公司的经营理念十分重视“订单拉动”的作用。报告

期内，公司风电部件龙头地位稳固，在工业和信息化部发布的“第三批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和单项冠军产品名单”中，我公

司风力发电机主轴系“单项冠军产品”。在风电主轴市场竞争持续白热化的环境下，公司管理层科学研判市场形势，一方面

紧抓风电主轴订单不放松，另一方面充分发挥产业链、产品链协同优势，加大在风电铸件以及其他锻件领域的开发力度，抢

占市场高地，共计新开发丹麦维美德、加拿大丁威尔士、江阴中南重工等客户近百家，并成为哈尔滨汽轮机厂有限责任公司

等高端客户的“战略供应商”，为公司产能释放提供订单支持。 

报告期内，公司将工艺管理与执行情况作为一项重点工作。一方面通过技术委员会统筹各项工艺的编制、审核、创新、

管理工作；二是狠抓工艺纪律检查，确保各生产工序工作严格按工艺执行，尤其是新产品研制的工艺创新和执行更是重中之

重。 

报告期内，公司通过梳理各个产品生产流程，查找影响产能释放的关键因素和制约瓶颈，通过新增或改造设备对制造链

条和各生产线填平补齐，其中“CH5263车焊复合机床”、“大型零部件产品自动化喷涂设备”两个项目成功入选2018年山东

省第二批技术创新项目计划。铸造、机加工、包装等生产工序更加优化，风电铸件、管模等产品的生产效率明显提升。 

通过抢订单、抓工艺、促生产，推动公司产能进一步释放，产品结构持续调整，主要产品收入持续增长。2018年度实现

铸件收入31,623.28万元，同比增长72.92%，管模收入14,802.28万元，同比增长47.24%；此外，船用锻件和水电锻件均有较

大幅度的增长。2018年10月，公司自主研发的“2.25Cr-1Mo-0.25V钢制加氢反应器锻件”成功通过了中国特种设备安全与节

能促进会组织的技术鉴定，各项技术指标优良，达到同行业先进水平，将进一步促进公司压力容器锻件产品的市场开发，有

利于公司产品结构的不断调整和核心竞争力的持续提高。 

2、管理互动促进工艺创新、降本增效、管理提升 

在董事会的领导和支持下，公司管理团队强化“思路决定出路”，通过科学研判、集体决策，解决了影响公司生产经营

管理的一系列问题。 

通过技术委员会加强对生产工艺的编制及执行的过程控制，持续优化工艺创新，并将其作为一项常态化工作，一是对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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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产品的钢锭设计进行优化，并在锻造中减少火次，提高利用率。二是优化机加工工艺流程，实行刀具配送，提高设备运转

率，缩短加工周期，降低了加工成本。三是铸造工艺采取节砂、降低树脂和固化剂加入量等措施降低生产成本。 

报告期内，废钢、合金、生铁及各种金属炉料等公司所需原材料的价格持续大幅增长，鉴于此，公司将金属材料回收和

其他原辅材料采购纳入统一管理，专人负责跟踪，对于大宗原材料采购事项召开专题会，分析市场供给及价格变化情况，结

合公司需求进行适时适量储备，有效避免了因原材料价格大幅波动带来的经营困难。 

为提升公司精益管理水平，公司引进了7S精益管理理念，在部分生产单位及后勤管理部门开展试点，取得了显著效果，

办公及生产环境明显改善，工作效率有所提升，取得的经验正在进一步推广。 

受国家宏观政策影响，在流动性紧张的大环境下，2018年以来债务违约时有发生。公司进一步强化和重视资金管理工作。

一是督促营销部门加强回款；二是开展以清库存、清欠款为重点的“双清”工作；三是及时调整融资策略，拓展融资渠道，

通过采取增加专项项目贷款、融资租赁、发行公司债等方式引进中长期资金。报告期内，公司按期完成了4.8亿元中期票据

本息的兑付，发行了公司债券募集资金6亿元，债务结构不断优化。 

3、凝心聚力，促进各子公司发展 

公司抓住冶金、硬质合金等行业复苏的有利机遇，在各个方面加强对子公司的支持。报告期内，公司收购了海杰冶金少

数股东全部股权，解决了公司与济南冶科所部分自然人股东在股权转让方面的争议，加强了对子公司的控制，提高了经营决

策效率，生产、经营、管理水平进一步提升。在资金方面，公司通过为海杰冶金、济南冶科所、新园热电等子公司在金融机

构的融资提供担保，保障其生产经营所需的流动资金。在人员上，对部分子公司的管理层进行调整，总公司选派精兵强将直

接参与子公司的生产经营管理活动，提升子公司对通裕经营管理文化的认同感。2018年度，海杰冶金实现净利润1,090.93

万元，扭亏为盈；济南冶科所实现净利润1,874.15万元，同比增长56.22%；宝利铸造实现净利润998.01万元，同比增长26.02%；

新园热电实现净利润3,773.24万元，同比增长21.81%。 

2、报告期内主营业务是否存在重大变化 

□ 是 √ 否  

3、占公司主营业务收入或主营业务利润 10%以上的产品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产品名称 营业收入 营业利润 毛利率 
营业收入比上年

同期增减 

营业利润比上年

同期增减 

毛利率比上年同

期增减 

风电主轴 545,475,735.43 212,817,587.93 39.02% -3.73% -19.12% -7.42% 

管模 148,022,822.53 54,722,288.07 36.97% 47.24% 82.79% 7.19% 

压力容器锻件 46,938,128.92 19,524,746.88 41.60% -61.78% -55.30% 6.04% 

其他锻件 602,614,306.34 241,339,684.00 40.05% 54.80% 51.08% -0.98% 

锻件坯料(钢锭) 352,131,508.62 39,248,706.99 11.15% 15.24% -30.17% -7.25% 

冶金设备 96,868,008.96 11,458,266.05 11.83% 39.66% 175.98% 5.84% 

粉末冶金产品 395,169,912.32 56,877,078.55 14.39% 34.07% 24.76% -1.08% 

铸件 316,232,779.08 62,796,854.56 19.86% 72.92% 36.95% -5.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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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电业务 5,817,544.30 2,166,674.69 37.24% -38.45% -46.51% -5.62% 

4、是否存在需要特别关注的经营季节性或周期性特征 

□ 是 √ 否  

5、报告期内营业收入、营业成本、归属于上市公司普通股股东的净利润总额或者构成较前一报告期发生

重大变化的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6、面临暂停上市和终止上市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7、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1）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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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1）报告期内公司投资设立子公司情况如下： 

公司子公司山东信商物资有限公司出资设立了五寨恒华能源有限公司，注册地址：山西省五寨县，主要从事于贸易业务，

注册资本6000万元人民币，公司间接持股100%。 

公司子公司山西鲁晋宝丰新能源开发有限公司投资设立了长治市郊区宝能新能源开发有限公司，注册地址山西省长冶

市，主要从事新能源发电业务等，注册资本500万元人民币，公司间接持股100%。 

（2）报告期内注销子公司情况如下： 

青岛宝通全资子公司青岛速运达国际物流有限公司因业务发展规划予以注销，不再纳入合并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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