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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300185                     证券简称：通裕重工                   公告编号：2016-027 

通裕重工股份有限公司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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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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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无保留审计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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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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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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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东省禹城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 山东省禹城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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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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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已形成集大型铸锻坯料制备、铸锻造、热处理、机

加工、大型成套设备设计制造于一体的完整产业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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铸锻件及核心部件。 

    MW级风电主轴和球墨铸铁管管模是公司主导产品。公司已成为国内最大的MW级风电主轴生产企业、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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洲最大的球墨铸铁管管模生产基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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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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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期内，

风电主轴的产销量持续增长，国际市场的订单也大幅增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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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空间更加广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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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属于为城镇

基础公用事业服务的行业。公司管模产品规格涵盖DN50mm-DN2600mm，其中DN2600mm是目前世界上最大规

格的管模产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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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我国城镇化的进程加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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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全资子公司通裕新能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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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裕新能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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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裕新能源的锻件坯料

在满足公司锻件订单生产的前提下，其余对外销售。 

    公司控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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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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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是否因会计政策变更及会计差错更正等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单位：人民币元 

 2015 年 2014 年 本年比上年增减 2013 年 

营业收入 2,342,844,230.28 2,055,805,888.06 13.96% 1,652,102,181.5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 
120,625,882.94 80,665,540.25 49.54% 58,619,923.4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

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107,883,244.91 52,135,153.29 106.93% 18,936,039.41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

额 
167,308,578.78 46,421,919.12 260.41% -88,356,881.85 



通裕重工股份有限公司 2015 年年度报告摘要 

3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3 0.09 44.44% 0.07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3 0.09 44.44% 0.07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3.41% 2.31% 1.10% 1.68% 

 2015 年末 2014 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

减 
2013 年末 

资产总额 7,890,782,037.14 6,890,536,952.29 14.52% 6,896,330,489.4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

产 
3,568,321,688.48 3,510,380,488.54 1.65% 3,470,215,620.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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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28,994,777.78 611,938,087.90 580,469,205.24 621,442,159.3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 
8,889,779.37 48,852,461.00 27,643,650.67 35,239,991.9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

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5,680,819.46 45,170,541.90 24,798,104.63 32,233,778.92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

额 
-48,523,460.95 29,465,133.50 49,015,118.78 137,351,787.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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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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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5,925 

年度报告披露

日前一个月末

普通股股东总

数 

63,5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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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65% 149,838,750 112,379,062 质押 29,500,000 

山东省高新技

术创业投资有

限公司 

国有法人 14.75% 132,777,892 0   

朱金枝 境内自然人 8.01% 72,075,625 54,056,719   

徐开东 境内自然人 1.39% 12,500,000 0   

杨兴厚 境内自然人 1.26% 11,359,126 11,359,126   

中央汇金资产

管理有限责任

境内非国有

法人 
1.24% 11,125,20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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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 

李德兴 境内自然人 0.84% 7,535,000 0   

秦吉水 境内自然人 0.83% 7,500,000 5,625,000   

王世镇 境内自然人 0.67% 6,015,750 4,511,812   

陈立民 境内自然人 0.60% 5,375,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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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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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1、报告期经营情况简介 

    2015年，国际经济环境极为复杂严峻，我国经济发展面临多重困难和严峻挑战，在经济大环境下行压

力持续加大的背景下，公司管理层坚决贯彻董事会制定的“订单拉动、生产推动、管理互动”的经营战略，

抓住市场有利机遇。报告期内，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较上年同期增长49.54%，出口收入较上年同

期增长52.84%，企业保持良好发展趋势。 

   （1）抓住市场有利机遇，保持业绩大幅增长 

    报告期内，在国内外市场形势依然严峻、机械制造业整体环境仍旧低迷的环境下，风电产业整体形势

向好发展。公司董事会、管理层审时度势，坚持既定的发展战略不放松。首先，以“订单拉动”为前提，

抢抓市场订单。一是提高主导产品风电主轴在国内外市场的占有率，订单抓大不放小；二是加快风电铸件

市场的拓展；三是在风电结构件上做新文章，在风电锻件、风电铸件、风电结构件上初步形成了协同效应。

其次，以“生产推动”为保障，一是年增3000支3MW以上纤维保持型及直驱式风电主轴技术改造项目等三

个首发募投项目竣工投产，大大提高了公司风电主轴等产品的生产能力；二是新的主轴涂装生产线和轮毂、

机架等风电铸件涂装生产线在报告期内正式投入使用，提高了涂装产能和质量，满足了国内外客户对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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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量和交货期不断提高的要求。再次，以“管理互动”为依托，一是完善工艺规范，加强生产纪律、工艺

纪律检查，降低人为损失；二是从技术源头入手推动节能降耗，加热炉和热处理炉节能改造效果显现，细

化机物料考核指标，避免浪费。 

    通过坚决贯彻“订单拉动、生产推动、管理互动”的经营战略，公司主要产品订单较上年同期增长明

显，尤其是风电主轴，销售收入较上年同期增长45.50%，保障了公司业绩大幅增长。 

   （2）瞄准市场抢占先机，进入核废料处理领域 

    根据公司的发展规划，公司使用自有资金收购了常州东方机电成套有限公司70%的股权，成为东方机

电的控股股东。东方机电自成立以来一直从事核电相关产品的研发和制造，主要产品为核电用水工机械、

起动设备及配件、吊车吊具、压力容器、主管道金属保温层设备、数控遥控吊车以及废料智能处理移动厂

房等，是中核集团和中广核集团的合格供应商。其自主研发生产的国内首套遥控核废料处理吊车是国内唯

一通过权威部门验收的核废料处理大型起吊设备。通过本次收购，东方机电的设计和技术可以通过公司强

大的生产能力直接转化为经济效益，公司可以借助东方机电的核电产品生产资质和业务关系，加快核电业

务的发展。通过本次收购，本公司的产品结构调整又实现了新突破，产业转型升级步伐又往前迈出了一大

步，促使公司形成了新的经济增长点。2015年10月底，东方机电与中国核电工程有限公司签署了共同研制

超级压实机、固体废物干燥设备和水泥灌浆设备的《技术开发(合作)合同》，将进一步促进公司及子公司

在核电站三废处理领域的设备研发、制造及产业化，推动“核三废”处理设备的国产化，对公司及子公司

核电相关产品的市场拓展发挥重要作用，加快公司及子公司的产品结构调整和企业转型升级，进一步提升

公司整体的核心竞争力。 

（3）启动再融资投资项目，提高公司核心竞争力 

    为进一步做大做强核电领域业务，调整公司产品结构，优化公司产业布局和生产流程，更好的实现降

本增效，提高公司核心竞争力，经董事会和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公司于报告期内启动了非公开发行股票事

项，计划募集资金14.853亿元，分别用于核废料智能化处理设备及配套服务项目、大功率风电机组关键零

部件制造项目和大锻件制造流程优化及节能改造项目。通过核废料智能化处理设备及配套服务项目，利用

子公司东方机电在核废料处理领域的技术和市场优势，实现核废料处理智能设备批量生产和规模应用，解

决目前核电发展与核电运行产生放射性核废料处置能力不足之间的矛盾，进一步促进我国核电产业的快

速、健康、持续发展。通过大功率风电机组关键零部件制造项目提升公司在风电机组关键零部件产品方面

的竞争力，整合公司在风电产品生产、销售过程中积累的技术和客户资源，进一步形成规模效益。通过大

锻件制造流程优化及节能改造项目优化公司产业布局和生产流程，更好的实现降本增效、节能降耗目标。

上述三个项目的顺利实施对于加快公司产品结构调整和转型升级、提高公司核心竞争力具有重要意义。 

    （4）加快产品结构调整步伐，为企业发展提供不竭动力 

    近几年来，面对日益激烈的市场竞争形势，公司董事会继续坚持“差异化、专业化”的发展战略，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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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研发投入，大力支持新产品、新工艺创新，加快产品结构调整的步伐。报告期内，宝利铸造公司在风电

铸件的产量、质量、生产工艺等方面不断提升，市场份额不断扩大。同时，公司在经营范围中增加了“焊

接件制造”,焊接件（结构件）尤其是风电结构件的生产实现了新突破。采油机液力端（阀块）研发成功

并小批量生产，已交付用户使用，公司产品进入油服领域，未来市场可期。船用大型艉轴深孔加工工艺的

实现，填补了国内超细长轴25米深孔加工空白，为公司抢接该类产品提供了技术支持。除此之外，还将加

快核废料智能处理设备等市场急需产品的产业化步伐。新产品的不断研发成功将使公司面临更广阔的市场

和发展空间，为企业发展提供源源不断的动力。 

    2015年，面对极其严峻的经济形势和挑战与机遇并存的市场环境，公司董事会、管理层与广大员工上

下一心，实现了公司主营业绩连续两年大幅增长，股东回报提升、员工收入增长，提高了企业凝聚力。面

对2016年的挑战，董事会将继续带领公司迎难而上、攻坚克难，促进公司的持续、健康、快速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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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82,365,926.19 255,924,603.85 37.51% 45.50% 35.13% 4.80% 

管模 117,343,700.25 36,343,310.04 30.97% -6.32% -13.77% 5.96% 

其他锻件 309,439,751.28 101,882,058.20 32.92% 3.23% -10.90% 10.64% 

锻件坯料(钢

锭) 
283,080,238.58 31,804,763.48 11.24% -34.90% -35.07% 0.22% 

冶金设备 94,294,322.36 23,799,811.06 25.24% -28.89% -26.53% -2.40% 

粉末冶金产品 227,069,140.78 47,679,399.77 21.00% -9.85% -5.89% -3.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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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裕重工股份有限公司 2015 年年度报告摘要 

7 

6、面临暂停上市和终止上市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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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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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公司使用自有资金收购东方机电原股东薛亦

安先生、薛玮珏女士70%的股权，收购完成后，东方机电成为本公司的控股子公司。本次收购不涉及关联

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公司于

2015年6月3日支付东方机电原股东收购价款25,443,813.17元的50%，即12,721,906.59元，于2015年7月1

日支付剩余的50%即12,721,906.58元，东方机电于2015年6月18日完成工商变更登记手续。截至2015年6月

30日，本公司已控制东方机电的财务政策和经营决策，确定以2015年6月30日为购买日。 

2、2015年6月4日公司与RDM技术服务有限公司分别出资70万美元与30万美元设立了RDM-TY LLC有限责

任公司，主营从事钻具检测服务、技术改进服务。 

3、山东省禹城市新园热电有限公司原系公司持股46.24%的联营企业。新园热电原控股股东禹城市众

益城乡建设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众益城乡”）系禹城市人民政府辖下的国有全资企业，持有新园热

电53.76%的股权。众益城乡将其持有的新园热电43.76%的股权整体对外转让，公司放弃众益城乡转让持有

的新园热电 43.76%股权的优先购买权，转让完成后，公司成为新园热电第一大股东，对新园热电的生产

经营拥有实际控制权和决策权，将新园热电纳入公司合并财务报表范围。鉴于股权于2015年12月24日完成

工商变更，2015年末公司将新园热电纳入合并范围。 

4、董事会、监事会对会计师事务所本报告期“非标准审计报告”的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一、重要提示
	二、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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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分季度主要会计数据

	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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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10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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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1、报告期经营情况简介
	2、报告期内主营业务是否存在重大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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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是否存在需要特别关注的经营季节性或周期性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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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面临暂停上市和终止上市情况

	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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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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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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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董事会、监事会对会计师事务所本报告期“非标准审计报告”的说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