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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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东正中珠江会计师事务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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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广东正中珠江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公司 2018年度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净利润

为 16,911,306.44 元，依据公司章程规定，以 2018 年母公司实现的净利润 13,923,716.01 元的

10%提取法定盈余公积金 1,392,371.60元。 

公司拟以2018年12月31日总股本220,800,000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按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0.23

元(含税)，共计拟分配现金股利 507.84万元。剩余未分配利润结转下一年度。本年度不进行送股

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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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赛福天 603028 /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林柱英 杨雪 

办公地址 无锡市锡山区芙蓉中三路151号 无锡市锡山区芙蓉中三路

151号 

电话 0510-81021872 0510-81021872 

电子信箱 public@jsrope.com public@jsrope.com 

 

2 报告期公司主要业务简介 

1、主要业务 



公司主营业务为特种钢丝绳与索具的研发、生产和销售；主要产品为电梯用钢丝绳、起重用

钢丝绳、钢丝绳索具、合成纤维吊装带索具及配件等。公司产品广泛应用于电梯、工程机械、港

口码头、煤矿、海洋工程、船舶、远洋打捞、物流仓储等行业。 

2、经营模式 

公司产品主要以直销模式向客户销售产品，少部分产品采用代理销售模式，由代理商销售给

终端客户。在直销模式下，公司通过自身销售网络获取销售订单，为客户提供响应迅速、沟通便

捷的销售支持。在代理销售模式下，公司与代理商之间的交易采用买断销售方式，此外，公司在

香港设立子公司建峰赛福天，负责开拓香港市场，并承担部分海外销售职能。公司获得销售订单

后采用以销定产的生产经营模式，对订单进行细化分解，分别制定产品设计、原料采购、生产安

排，根据客户的要求，保质、保量、及时交付客户使用，通过公司完善的售前、售中、售后服务

网络，在各阶段为客户提供相应的优质服务。 

3、行业情况 

公司主要产品电梯用钢丝绳、起重用钢丝绳、钢丝绳索具产品隶属于金属制品业。钢丝绳

是电梯、起重机械等关系生命及生产安全的重要设备的关键部件。钢丝绳与国民经济发展密切相

关，在能源、交通、军工、农林、海洋、冶金、矿山、石油天然气钻采、机械化工、航空航天等

领域成为必不可少的部件，在提升、牵引、拉紧和承载等过程中的具有无可替代的独特性能。 

合成纤维吊装带属于纺织行业，在国内起步较晚。相较于国际市场，国内对于合成纤维吊装带索

具的应用处于较低水平，对合成纤维吊装带索具的承载能力和安全性能尚处于逐步了解认识的阶

段，主要应用于海洋工程、船舶行业以及重型工业等对轻便柔软、耐磨、耐腐蚀性要求较高的领

域，随着国际产业向中国转移、国内产业升级的进程加速，以及下游行业对合成纤维吊装带索具

的进一步认识，合成纤维吊装带索具未来需求的提升空间很大。 

报告期内，我国宏观经济形势呈现下行压力有所增大的发展态势，制造业也面临着经济转型、

去库存压力增大以及原材料大幅上涨，利润空间下降等不利因素,实体经济仍较困难。国内领先的

钢丝绳企业采用差异化策略、着眼于细分市场的发展，通过优化产品结构、加大新产品研发力度，

向着高技术含量、高性价比、高使用寿命和压实、填塑、包塑、异型、复合结构钢丝绳方向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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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65,954,406.25 961,088,843.25 0.51 882,799,682.54 



营业收入 547,361,902.77 554,726,412.28 -1.33 518,722,262.3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 

16,911,306.44 24,038,262.80 -29.65 31,123,418.3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 

7,777,069.86 15,096,205.43 -48.48 27,975,093.6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资产 

699,110,780.07 687,954,620.77 1.62 675,743,007.36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20,698,258.73 79,166,726.09 -126.15 34,133,488.83 

基本每股收益（元

／股） 

0.08 0.11 -27.27 0.15 

稀释每股收益（元

／股） 

0.08 0.11 -27.27 0.15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

益率（%） 

2.44 3.53 减少1.09个百分点 5.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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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1,859,704.17 165,671,353.35 194,855,257.03 64,975,588.2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4,515,803.05 5,002,895.12 2,586,925.24 4,805,683.0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 
2,253,468.96 3,625,412.75 2,383,579.16 -485,391.01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53,751,883.59 45,616,232.11 -14,404,894.18 1,842,286.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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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220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末的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23,0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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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锡市赛福天钢绳

有限责任公司 

  63,831,337 28.91 63,831,337 质

押 

44,670,000 境内

非国

有法

人 

杰昌有限公司   41,400,000 18.75 41,400,000 质

押 

20,700,000 境外

法人 

深圳市分享投资合

伙企业（有限合伙） 

  16,560,000 7.50   无   其他 

广东省科技创业投

资有限公司 

-6,623,768 4,415,232 2.00   无   国有

法人 

北京万点红园林绿

化工程有限公司 

  2,388,052 1.08   无   境内

非国

有法

人 

广州永坤达企业管

理咨询有限公司 

  2,132,189 0.97   质

押 

1,700,000 境内

非国

有法

人 

北京易联科信息系

统技术有限公司 

  1,858,000 0.84   无   境内

非国

有法

人 

黄多凤   1,787,000 0.81   无   境内

自然

人 

叶向民   1,656,000 0.75   无   境外

自然

人 

陆丰市东业管理咨

询有限公司 

  1,656,000 0.75   无   境内

非国

有法

人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

说明 

杰昌有限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崔镇昌为无锡市赛福天钢绳有限

责任公司实际控制人崔志强的胞兄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

数量的说明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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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年 1-12 月公司实现营业总收入 547,361,902.77 元，比上年度同期减少 1.33%；营业总成本

537,930,873.03元，比上年度同期减少 0.08%；其中，营业成本 441,345,323.89 元，比上年度同

期减少 1.22%；销售费用 19,589,812.99元，比上年度同期减少 10.24%；管理费用 41,703,711.95

元，比上年度同期增加 11.43%；研发费用 20,025,591.78 元，比上年同期增加 0.39%；财务费用

6,958,014.09 元，比上年度同期增加 34.00%。2018 年 1-12 月实现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6,911,306.44元，比上年度同期减少 29.65%。 



截止 2018 年 12 月 31 日，公司流动资产 548,488,121.24 元，比年初增加 7.42%；资产总额

965,954,406.25元，比年初增加 0.51%；流动负债 259,974,602.52元，比年初减少 2.31%；负债

总额 266,843,626.18元，比年初减少 2.30%；净资产 699,110,780.07元，比年初增加 1.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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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财政部 2018 年 6 月发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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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企业财务报表格式进行相应调整，将原“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项目整合为“应收票据及应

收账款”项目；将原“应收利息”及“应收股利”项目归并至“其他应收款”项目；将原“固定资产清理”项目

归并至“固定资产”项目；将原“工程物资”项目归并至“在建工程”项目；将原“应付票据”及“应付账款”

项目整合为“应付票据及应付账款”项目；将原“应付利息”及“应付股利”项目归并至“其他应付款”项目；

将原“专项应付款”项目归并至“长期应付款”项目；新增“研发费用”项目，从“管理费用”项目中分拆“研

发费用”项目；新增“其中：利息费用”和“利息收入”项目，在“财务费用”项目下增加“利息费用”和“利息

收入”明细项目；所有者权益变动表新增“设定受益计划变动额结转留存收益”项目。公司对该项会计政

策变更采用追溯调整法，对 2017 年度的财务报表列报项目进行追溯调整具体如下： 

2017-12-31/2017 年度 调整前 调整后 变动额 

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 - 140,280,892.12 140,280,892.12  

应收票据 17,820,182.88 - -17,820,182.88  

应收账款 122,460,709.24 - -122,460,709.24  

应收利息 187,221.48 - -187,221.48  

其他应收款 2,023,985.45 2,211,206.93 187,221.48  

应付票据及应付账款 - 143,674,372.37 143,674,372.37  

应付票据 111,340,000.00 - -111,340,000.00  

应付账款 32,334,372.37 - -32,334,372.37  

研发费用 - 19,947,491.10 19,947,491.10  



2017-12-31/2017 年度 调整前 调整后 变动额 

管理费用 57,374,892.99 37,427,401.89 -19,947,491.10  

除上述会计政策变更外，本年度公司不存在其他会计政策变更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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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合并财务报表的合并范围以控制为基础确定；本报告期内，本公司合并财务报表范围如下： 

单位名称 子公司类型 级次 

建峰索具有限公司 全资子公司 二级 

建峰赛福天（香港）有限公司 全资子公司 二级 

广州锐谱检测有限公司 全资子公司 二级 

 

本期合并报表范围变化情况参见附注六、合并范围的变更；本公司在上述子公司的权益情况详见

本附注 七、在其他主体中的权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