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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541                         证券简称：鸿路钢构                       公告编号：2017-021 

安徽鸿路钢结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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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姓名 职务 内容和原因 

声明 

除下列董事外，其他董事亲自出席了审议本次年报的董事会会议 

未亲自出席董事姓名 未亲自出席董事职务 未亲自出席会议原因 被委托人姓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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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 是 √ 否  

公司经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的普通股利润分配预案为：以 349145902 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0.50 元（含

税），送红股 0 股（含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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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鸿路钢构 股票代码 0025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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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汪国胜 吕庆荣 

办公地址 合肥市双凤工业区 合肥市双凤工业区 

电话 0551-66391405 0551-66391405 

电子信箱 wangguosheng0731@163.com luqinrong0301@163.com 

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公司主营传统业务主要有钢结构产品加工制造、新型建材产品生产销售、钢结构工程专业承包、智能立体车库生产销售

等四大类，公司产品广泛应用于高层建筑物、公租房、商业中心、大型场馆、工业厂房、航站楼、桥梁、锅炉钢架等领域，

为国家大力提倡的绿色建筑，可以有效地缓解钢铁产能过剩。智能立体停车设备广泛用于新建商业社区、新建小区的停车位

建设，老住宅小区、大型商业社区、医院及景区等交通拥挤区域的停车位改造，可以有效地解决城市的停车难问题，充电桩

一体化智能立体停车设备是国家推广绿色能源汽车的重要组成部分。 

公司不断深化改革，继续对公司的业务结构进行调整：一、保证现在业务稳定增长：重点发展能充分发挥公司核心竞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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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的钢结构制造业务。1、公司规模优势大，成本控制能力较强，所以重点发展公司钢结构制造业务能充分发挥公司的优势，

2016 年在生产场地没有增加的情况下公司钢结构生产量 70.23 万吨，较上一年增长 20.56％。其他钢制品产量约 20.5 万吨。 

2、发展钢结构加工业务为公司的新型业务提供了保障。二、大力发展新型业务：在全国范围内进行业务布点，2016 年共与

4 个地方政府签订了钢结构绿色建筑产业合作发展协议，有 3 个项目已经起动：1、钢结构绿色建筑 EPC 总承包业务，共达

成了 100 万平方米的意向协议。2、政企合作共建产业园区，2016 年与合作方签订了 25 万平方米的标准化厂房投资建设协

议，已经完工近 13 万平方米。3、智慧城市停车设施建设，项目在洽谈中。4、绿色能源项目，在已建或新建的厂房屋顶上

实施光伏发电，有良好的效益，目前试点项目已经开始实施。 

公司自创建以来一直致力于管理上的变革创新，致力于提高管理效率、技术创新能力以及生产效率和成本控制上的竞争

力，推进卓越工程，倡导一流主义、优化研发、制造、营销、施工、服务的每一个环节，并通过建立学习型组织，完善管理

体系，提高经营质量，不断打造钢结构绿色建筑及城市静态交通设施的强势品牌。 

放眼未来，鸿路的发展目标是：不断巩固公司成本竞争优势，不断丰富公司相关联产品，提高协同效应，增加利润来源。

加大研发力度，不断创新并完善“装配式高层钢结构住宅成套技术”，“高端智能车库存取技术”，“装配式低层住宅集成技术”，

并利用领先技术优势抢占市场，为公司持续发展增加动力。努力打造成为一个最具备竞争力的研发基地，成为最值得信赖的

最具竞争力钢结构及相关配套产品供应商，成为最优秀的一体化装配式钢结构住宅与定制化洋房整体服务商，成为品质、技

术领先的高端智能立体车库制造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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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6 年 2015 年 本年比上年增减 2014 年 

营业收入 3,621,402,981.29 3,192,632,391.06 13.43% 4,225,150,946.4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45,761,793.63 176,735,167.57 -17.53% 137,963,252.2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127,354,394.46 59,173,944.81 115.22% 125,747,954.10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71,440,044.86 -31,710,722.11 640.64% 41,280,515.48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49 0.66 -25.76% 0.51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49 0.66 -25.76% 0.51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4.89% 7.25% -2.36% 6.00% 

 2016 年末 2015 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减 2014 年末 

资产总额 7,675,966,455.56 7,083,028,566.39 8.37% 7,394,352,980.8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3,838,003,866.54 2,521,415,275.64 52.22% 2,363,440,108.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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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65,080,353.16 884,381,401.21 818,276,926.06 1,253,664,300.8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33,707,462.71 58,852,597.12 27,881,761.64 25,319,972.1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28,138,130.62 58,345,456.75 26,885,485.61 13,985,321.48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25,261,543.43 -12,366,832.60 -16,017,876.66 74,563,210.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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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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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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749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

一个月末普通股股

东总数 

12,8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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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商晓波 境内自然人 37.03% 129,280,000 96,960,000 质押 50,000,000 

邓烨芳 境内自然人 10.60% 37,000,000    

第一创业证券

－国信证券－

共盈大岩量化

定增集合资产

管理计划 

其他 2.86% 9,993,337 9,993,337   

刘晖 境内自然人 2.33% 8,127,914 8,127,914   

君禾股权投资

基金管理（上

海）有限公司－

君禾恒晟 1 号

私募基金 

其他 2.32% 8,114,590 8,114,590   

诺德基金－民

生银行－东方

证券股份有限

公司 

其他 2.18% 7,594,936 7,594,936   

施建刚 境内自然人 1.59% 5,550,000    

信达澳银基金

－招商银行－

信达澳银基金

－定增优选 2

号资产管理计

划 

其他 1.16% 4,057,295 4,057,295   

信达澳银基金

－招商银行－

信达澳银基金

－定增优选 3

号资产管理计

划 

其他 1.16% 4,057,295 4,057,295   

财通基金－工

商银行－浙江

天堂硅谷资产

管理集团有限

公司 

其他 1.14% 3,997,335 3,997,335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

动的说明 

公司前十名股东中，商晓波和邓烨芳为本公司控股股东；商晓波和邓烨芳与其他 8 名股东相

互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也未知与其他 8 名股东是否属于一致行动人。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

说明（如有） 
无 



安徽鸿路钢结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6 年年度报告摘要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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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公司债券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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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公司债券最新跟踪评级及评级变化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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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6 年 2015 年 同期变动率 

三、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1、报告期经营情况简介 

本公司请投资者认真阅读本年度报告全文，并特别注意下列风险因素 

公司是否需要遵守特殊行业的披露要求 

否 

（一）总体经营情况 

2016 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3,621,402,981.29 元，比上年同期增长 13.43%，营业利润同比增长 152.00%、利润总额同比下

降 4.82%、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同比减少 17.53%，主要原因为：1、营业收入增长的主要原因是本期订单增加所致。

2、营业利润增长的主要原因是营业收入的增加。3、归属股东净利润减少主要原因是公司营业外收入较去年减少有关。 

2016 年新签合同总共约为 45.03 亿元,其中工程订单约为 9.06 亿元，制造类订单约为 35.97 亿元。按公司要求签单、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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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厂前付全款的制造类订单比率明显较上年大幅增加，这与公司一年来狠抓内部管理，通过建立质量管控与快速交货优势从

而对客户付款和订单选型提高了要求有关。 

2016 年，在董事会的带领下，为减少企业经营风险，促进企业稳健发展，积累沉淀后续发展动力，公司采取了一系列

针对性经营措施及技术上研发创新。具体措施如下： 

1、继续完善业务结构 

稳定发展公司原有主营业务，在销售策略上对订单付款作了较高的要求，确保稳健经营，公司以制造加工为主的经营模

式；项目施工业务减少则避免了工程垫资以及应收款占比较高的困境，为公司提供充足现金流；大力发展公司创新业务，创

新业务对 2016 年业绩贡献小，但是为 2017 年的发展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2、加强采购管理 

（1）加强供应商管理，降低采购成本 

按行业特点供应商垫资会增加资金的财务成本及企业信用成本，公司利用自身优势，与长期优质供应商签订互相支持和

约束的战略合作协议，并通过电子竞标平台、微信平台及现场竞标招标等方式使采购工作做到公开、公平、简化流程，同时

尽大量地降低供应商垫资额，提高公司信誉度，降低了采购成本，提高了产品价格竞争力。 

（2）加强采购价格预测能力增强公司盈利能力 

公司根据多年积累的经验以及与钢厂良好的关系，钢厂排单的统计分析、钢材成本组成分析以及运营规律，适时进行大

宗采购。 

（3）加强采购平台的建设，提高公司采购效率 

不断优化、推广电子采购竞价平台和微信公众号鸿路采购物流中心，扩大供应商范围和提高供应商关注度，降低采购成

本，2016 年度得到了有效的成果。 

3、夯实管理基础，丰富产品内容 

拥有国内钢结构行业最全的配套系统产品线，涵盖主体结构、墙面板、楼面板、屋面板、装饰一体化板、节能门窗等 6

大系列 30 余种产品为公司后续发展增加了利润来源。 

4、实施智能化技术改造 

加强对钢结构生产线部分关键设备进行智能化技术改造的研发，以期进一步降低生产成本、提高生产效率、提高产品质

量及减少用工人数，从而进一步提高公司产品的竞争力。目前已经开始批量化的改造。 

5、继续研发和完善公司的技术创新，为公司后续发展增加动力 

（1）装配式高层钢结构住宅成套技术，已经签订意向性的建设协议 100 万平方米。 

（2）高端智能车库存取技术及住宅分层停车技术。 

（3）装配式低层钢结构住宅技术，装配式低层住宅--鸿路定制洋房样板试制房已经完成，2016 年将开始试销。 

(二)、2016 年公司重要经营管理事项回顾 

1、报告期内公司凭公司强大的加工能力及项目管控能力，在生产场地没有增加的情况下公司钢结构生产量 70.23 万吨，较

上一年增长 20.56％。承建或实施了一批城市地标性建筑：如乌鲁木齐中瑞国际中心、、洛阳正大国际城市广场，连云港连云

新城商务公共中心等； 

2、钢结构绿建产业及智慧城市停车产业的合作模式取得了成功，以此为切入点，与地方政府进行全方位深层次的合作，受

到地方政府的大力欢迎，也为公司业务的发展打下了良好的基础。新的业务模式可以增强公司产品的竞争力，提高业务收入

及盈利能力，降低经营风险，也为公司创新业务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推广平台。在报告期内共与 4 个地方政府签订了战略合

作协议，3 个项目已经全面起动，为 2017 年的发展打下了良好基础。 

3、积极回馈股东，维护广大投资者利益，树立良好形象：为回报股东，与所有股东分享公司的经营成果，以公司现有总股

本 268,000,000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 0.7 元人民币现金(含税)。（详见公告编号：2016-035） 

4、报告期内，公司收到长丰县土地储备交易中心收购土地款 10082.79 万元，此笔收款加大公司 2016 年现金流，减少财务

费用的支出。（详见公告编号：2016-043） 

5、报告期内，完善了高层钢结构装配式住宅技术体系、低层钢结构装配式住宅体系以及高端智能立体停车存取技术等三大

技术体系，并已进入推广使用阶段。 

6、芜湖鸿路由于距公司总部所在地近，自芜湖鸿路设立以来一直未以该公司的名义承接相关业务，为方便公司管理，公司

注销了全资子公司“芜湖鸿路钢结构工程有限公司”。 

7、报告期内，公司被认定为高新技术企业，通过高新技术企业认定后，连续三年（即 2016 年、2017 年、2018 年）公司自

2016 年 1 月 1 日起享受关于国家高新技术企业的税收优惠政策，按 15%的税率征收企业所得税。（详见公告编号：2016-088） 

8、报告期内，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申请获得中国证监会发行审核委员会审核通过，并完成了发行新增股份事宜（详

见公司 2016 年 8 月 31 日发布在巨潮资讯 http://www.cninfo.com.cn 安徽鸿路钢结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之

发行情况报告暨上市公告书）。 

9、公司被授予“国家装配式建筑产业基地”。公司取得的“国家装配式建筑产业基地”，是在国务院及相关部委要求大力发展

装配式建筑的背景下第一批获批的企业之一，是住建部对公司在装配式钢结构建筑方面工作的肯定，增强公司发展钢结构绿

色建筑的信心，将有力地促进公司钢结构住宅业务的发展。 

10、2016 年度，公司获得了“信用等级证书 AAA（招投标履约能力评级）”、“信用等级证书 AAA（安徽省工程建设领域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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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信用评级）”、2016 年安徽省质量奖企业、2015 年度中国建筑钢结构行业（5S）诚信企业；报告期内，获得各类知识产权

授权 98 项，其中发明专利实审 20 项，实用新型专利 78 项。充分肯定了公司在技术研发方面所做的工作，提高了公司的品

牌形象，也为公司持续快速健康发展提供了有力的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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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筑轻钢结构 1,018,466,293.93 896,568,006.00 11.97% 3.47% 3.28% 0.17% 

设备钢结构 549,474,121.17 431,502,027.36 21.47% -1.31% -1.32% 0.01% 

建筑重钢结构 940,565,517.66 723,200,826.53 23.11% 16.64% 16.41% 0.15% 

桥梁钢结构 113,547,807.90 92,178,110.45 18.82% 12.73% 11.80% 0.68% 

空间钢结构 202,790,234.19 162,881,116.10 19.68% 7.70% 6.77% 0.70% 

智能车库 88,236,914.65 64,339,142.65 27.08% -1.56% -6.51% 3.86% 

围护产品 205,550,347.15 167,844,382.57 18.34% 7.18% 6.38% 0.61% 

其他 502,771,744.63 416,719,471.52 17.12% 82.97% 85.82% -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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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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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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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告期内，公司注销芜湖鸿路钢结构有限公司全部股权；新设立了涡阳县鸿纬翔宇新型建材科技有限公司、涡阳县盛鸿科

技有限公司和重庆金鸿纬科技有限公司三家全资子公司。其他合并范围未发生变化。 

（4）对 2017 年 1-3 月经营业绩的预计 

√ 适用 □ 不适用  

2017 年 1-3 月预计的经营业绩情况：净利润为正，同比上升 50%以上 

净利润为正，同比上升 50%以上 

2017 年 1-3 月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变

动幅度 
30.00% 至 60.00% 

2017 年 1-3 月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区

间（万元） 
4,381.98 至 5,393.2 

2016年 1-3月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万

元） 
3,370.75 

业绩变动的原因说明 主要系报告期内收到的营业外收入较多。 

 

 

 

 

 

 

                        安徽鸿路钢结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七年三月三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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