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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300527                           证券简称：华舟应急                           公告编号：2017-007 

湖北华舟重工应急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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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法保证本报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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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立信会计师事务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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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信会计师事务所变更为立信会计师事务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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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62,700,000 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0.40 元（含

税），送红股 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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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华舟应急 股票代码 3005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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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昌奇 詹莉 

办公地址 武汉市江夏区庙山开发区阳光大道 5 号 武汉市江夏区庙山开发区阳光大道 5 号 

传真 027-87970222 027-87970222 

电话 027-87970446 027-87970446 

电子信箱 chinaharzone@163.com chinaharzone@163.com 

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1、主营业务基本情况 

    公司自设立以来主要从事应急交通工程装备的研发、生产和销售。应急交通工程装备可以紧急提供交通工程保障能力或

半永久式建立交通工程保障通道，主要用于战时遂行及后勤支援保障、自然地质灾害等突发事件应急救援、工程建设等场合，

具有结构模块化程度高、互换性强、便于运输和储存、作业简便安全且军民两用等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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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主要产品 

    公司是国内军用应急交通工程装备领域中规模领先、产品线齐全和研发实力突出的专业制造商之一，也是军方应急交通

工程装备的重要供应商和总装单位。公司的民用应急交通工程装备主要用户为政府、大型工程建设企业和大型机械制造企业。 

    公司产品按板块分为应急交通工程装备、应急救援处置装备、消防救生装备和公众应急装具。公司的主要产品为应急交

通工程装备，能提供用于公路、水路、铁路和航空的四类应急交通工程装备产品，其中，公路和水路应急交通工程装备为公

司报告期内主要产品，包括有应急浮桥、应急机动码头、应急机械化桥、应急大跨度快速桥、应急快速路面、应急停机坪、

各类应急处置装备、消防救生装备、公众应急装具等。此外，公司还生产各类专用车辆及提梁机、架桥机等专用设备。 

    报告期内，公司研制生产的公众应急机具类产品中的应急箱已面向市场推广。应急箱是指在发生灾害、事故等突发状况

时，让受灾人员能够积极自救、互救，并且为他们争取救援时间的一系列物品的组合。公司生产的应急箱分为家用应急箱和

车载应急箱等，根据配备的内置物品不同，功能各不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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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59,562,680.08 1,720,561,237.40 13.89% 1,388,339,991.8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55,025,999.61 135,892,060.30 14.08% 105,354,386.2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149,137,072.36 133,646,117.06 11.59% 102,655,090.81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61,634,282.72 564,719,357.01 -128.62% 428,622,694.84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3923 0.3920 0.08% 0.304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3923 0.3920 0.08% 0.304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4.86% 15.55% -0.69% 14.20% 

 2016 年末 2015 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减 2014 年末 

资产总额 3,399,992,698.53 2,582,391,774.98 31.66% 2,036,084,474.2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1,789,352,584.37 917,556,007.22 95.01% 806,168,704.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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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7,219,973.63 667,410,685.32 300,756,382.57 744,175,638.5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2,062,278.91 71,932,316.43 8,255,073.17 72,776,331.1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1,663,416.22 70,743,927.91 8,270,441.09 68,459,287.14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432,567,314.86 -241,534,390.27 -98,731,927.80 611,199,35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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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6,175 

年度报告披露

日前一个月末

普通股股东总

数 

58,3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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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船舶重工

集团公司 
国有法人 47.40% 219,311,461 219,311,461   

武汉船舶工业

公司 
国有法人 14.50% 65,483,522 65,483,522   

北京中金国联

信达投资发展

中心（有限合

伙） 

境内非国有

法人 
4.51% 20,851,230 20,851,230 质押 7,470,000 

全国社会保障

基金理事会转

持二户 

国有法人 2.50% 11,544,673 11,544,673   

中船重工科技

投资发展有限

公司 

国有法人 2.20% 10,184,450 10,184,450   

西安精密机械

研究所（中国船

舶重工集团公

司第七 0 五研

究所） 

国有法人 2.12% 9,812,332 9,812,332   

武汉第二船舶

设计研究所（中

国船舶重工集

团公司第七一

九研究所） 

国有法人 2.12% 9,812,332 9,812,332   

许韵芬 境内自然人 0.16% 739,100    

新城房地产集

团（福建）有限

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0.14% 625,000    

张威 境内自然人 0.11% 496,2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

动的说明 

武汉船舶工业公司、中船重工科技投资发展有限公司、西安精密机械研究所（中国船舶重工

集团公司第七 0 五研究所）、武汉第二船舶设计研究所（中国船舶重工集团公司第七一九研究

所）属中国船舶重工集团公司（后称“中船重工”）下属成员单位，其中武汉船舶工业公司为

公司控股股东中船重工的全资下属企业，中船重工科技投资发展有限公司为中船重工实际控

制的公司，西安精密机械研究所、武汉第二船舶设计研究所均为中船重工下属事业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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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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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6年，公司经过多年努力终于成功登陆资本市场，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对于一直低调专注于

自身应急交通工程装备主营业务发展的一家行业龙头企业来说，首次在资本市场亮相在国内知名度大大提高；此外，公司形

象宣传片在美国时代广场播出，民族品牌走出国门走向世界，带给公司的不仅是企业形象价值的迅速传播，更为日益做大的

国际贸易市场助力。2016年公司在国内发展面临诸多矛盾与风险，整体经济增速放缓的情况下，加大产品研发力度，积极开

拓新市场，强化人才与技术核心竞争力，以公司“十三五”规划为目标，各方面取得良好成绩。 

1、主要经济指标保持增长 

在国内外经济形势严峻，装备制造业普遍不景气的大背景下，通过公司上下共同努力，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1,959,562,680.08元，同比增长13.89%%；营业利润173,302,054.20元，同比增长14.81%；利润总额180,227,398.75元，同

比增长17.39%；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净利润155,025,999.61元，较上年同期增长14.08%，基本实现了年初制定的目标。 

2、公司实现成功上市 

经过多年努力，8月5日，公司在创业板敲钟上市，募集资金7亿多，成为首家整体上市的军工总装企业和首家应急产业

领域的上市公司，企业又站在了一个全新的发展起点，为公司后续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撑。 

3、市场开发稳中有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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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方面，注重顶层策划和市场细分管理，公司成为全国应急产业联盟副理事长单位，产品被列入国家级采购名录，装

备成功列入军方采购计划，营销转型初见成效。 

国外方面，组织召开了全球代理商大会，增加国外布点，海外营销网络逐步完善。同玻利维亚签订了大额的总包业务，

与莫桑比克、南苏丹、秘鲁、伊拉克等多个国家签订了应急装备出口合同，海外市场份额、出口规模和目的地国家数量保持

增长。 

 4、科技开发取得新进展 

公司重点关注新型应急交通工程装备、应急救援处置装备等前沿技术和关键核心技术的预先研究，全年开展新产品研制

19项，申报的超大跨度应急机械化桥、轻质材料应急桥列入国家科技部重点研发计划。“重型支援桥”获全军科技进步一等

奖，HZQL21机械化桥获中国军民两用技术创新应用大赛（首届）优胜奖。科技创新对公司发展的支撑作用进一步增强。 

根据国家创新平台建设政策，完善了《国家工程研究中心建设实施方案》，国家工程研究中心建设稳步推进。完成了企

业院士工作站组建，与浙江国检共同建立了联合实验室，引智工作和联合开发工作取得进展。 

5、品牌效应持续提升 

坚持把品牌创建贯穿到公司的设计、制造、销售、服务等生产经营管理全过程，全员参与品牌创建。组织了公司“LOGO”、

商业吉祥物征集活动，通过多种方式对公司进行全方位推介，华舟重工作为中国民族品牌的代表之一，首次亮相美国时代广

场；策划参与军事交通题材电影拍摄，华舟人、华舟装备首次触电影视圈，展示了华舟形象。积极参与应急救援行动，为福

建、湖北等省灾区提供支援，国内各大媒体及央视相继报道，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益及公共效应，用实际行动践行了“以应

急保障为己任，为人类安全作贡献”的企业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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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应急交通工程装

备 
1,583,888,061.59 1,190,518,481.88 24.84% 8.11% 10.24% 0.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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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财政部于2016年12月3日颁布的《增值税会计处理规定》（财会[2016]22号）（适用于2016年5月1日起发生的相关交易），

公司会计政策发生如下变化： 

1）将利润表中的“营业税及及附加”项目调整为“税金及附加”项目。2）将自2016年5月1日起企业经营活动发生的房产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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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使用税、车船使用税、印花税从“管理费用”项目重分类至“税金及附金”项目，2016年5月1日起之前发生的税费不予

调整。比较数据不予调整。3）将“应交税费”科目下的“应交增值税”、“未交增值税”、“待抵扣进项税额”、“待认

证进项税额”、“增值税留抵税额”等明细科目的借方余额从“应交税费”项目重分类至“其他流动资产”（或“其他非流

动资产”）项目。比较数据不予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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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报告期无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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