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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300185                   证券简称：通裕重工                     公告编号：2017-015 

通裕重工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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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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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

派发现金红利 0.40 元（含税），送红股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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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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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子信箱 tyzgzqb@126.com tyzgzqb@126.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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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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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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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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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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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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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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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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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29,579,842.64 2,342,844,230.28 3.70% 2,055,805,888.0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66,214,301.70 120,625,882.94 37.79% 80,665,540.2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148,240,915.52 107,883,244.91 37.41% 52,135,153.29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06,143,258.57 167,308,578.78 23.21% 46,421,919.12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5 0.04 25.00% 0.03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5 0.04 25.00% 0.03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3.77% 3.41% 0.36% 2.31% 

 2016 年末 2015 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减 2014 年末 

资产总额 9,100,316,026.81 7,890,782,037.14 15.33% 6,890,536,952.2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4,993,339,970.76 3,568,321,688.48 39.94% 3,510,380,488.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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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84,043,823.27 582,782,911.03 567,841,953.86 694,911,154.4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1,988,257.25 71,096,116.14 33,237,835.17 49,892,093.1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7,986,287.86 64,140,778.34 29,767,710.40 46,346,138.92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79,695,631.26 30,963,325.61 57,885,131.42 37,599,170.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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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5,602 

年度报告披露

日前一个月末

普通股股东总

数 

141,5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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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49,516,250 337,137,186 质押 390,000,000 

山东省高新技术创业

投资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10.39% 339,476,229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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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金枝 境内自然人 6.62% 216,226,875 162,170,1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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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80% 26,277,378 0   

国华人寿保险股份有

限公司－万能三号 

境内非国有

法人 
0.73% 24,000,000 0   

秦吉水 境内自然人 0.69% 22,500,000 0   

陈立民 境内自然人 0.60% 19,735,000 0 质押 11,250,000 

王世镇 境内自然人 0.50% 18,047,250 13,535,436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富国创业板

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

金 

境内非国有

法人 
0.46% 15,167,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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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公司债券情况 

公司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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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1、报告期经营情况简介 

公司不需要遵守特殊行业的披露要求 

    2016年，随着全球经济下行压力的持续加大，国内实体经济受到了市场需求低迷的严重影响，尤其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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装备制造领域，市场需求和产能过剩的矛盾进一步加剧，破产或经营困难的企业大量增加，竞争更趋白热

化。面对更加不利的市场环境的挑战，公司董事会、管理层继续带领全体员工锐意进取、迎难而上，继续

坚持“订单拉动、生产推动、管理互动”的经营总思路，实现了主营利润连续三年增长幅度超过30%。报

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242,957.98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 3.70%；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 16,621.43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 37.79%。同时，公司于报告期内顺利完成了非公开发行股票，为公

司未来持续健康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1、坚持“订单拉动”，抢抓市场、抢占先机 

    订单是公司生产经营活动的前提。在竞争日趋激烈市场环境下，公司坚持“让利不让市场”的原则，

通过多种措施抢抓订单、抢占市场先机。一是通过加强与客户的充分沟通，及时、准确回应客户反馈的信

息，提升接待和服务水平、保证交货期等措施，进一步提高客户满意度；二是优化经营队伍，淘汰不称职

的经营人员，把划片区和片区外接单有机的结合，提升经营人员积极性；三是提高参加国际会展及访问国

际客户的频次，更多的了解国际市场动态和国外客户的需求，在激烈的国际市场竞争中占据主动位置。通

过营销团队不懈努力和其他职能部门的全力配合，公司全年共开发了德国森未安、意大利考迈托、韩国斗

山、湘电风能、东方电机等90余家国内外新客户，为2016年度经营业绩的增长起到了拉动作用。 

    2、保障“生产推动”，充分发挥产业链、产品链优势 

     公司已经形成大型铸锻坯料制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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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涵盖了从废钢、废合金的收购到最终产品交付用户使用的全过程，循环经济产业链优势明显。IPO

募投项目已经竣工投产，大型高端装备的投入运营大幅提升了公司的生产能力和生产效率，产品质量和交

货期得到充分保障，成为公司赢得市场的关键因素。公司在风电铸件、风电结构件市场开始发力，未来市

场可期；桥式和门式起重机也已经纳入公司产品体系，产品链持续扩大。随着大锻件制造流程优化及节能

改造项目的实施，通过对锻压设备的搬迁及升级改造，各类工业炉进行蓄热式节能改造，以及机加工设备

的数控化改造，公司充分发挥产业链和产品链优势，生产流程优化和降本增效的效果已经显现，为公司迎

接市场挑战做好了充分准备。 

    3、强化“管理互动”，提效能、降成本 

    生产系统的节能改造已经取得明显效果，2016年，通过管理提效能、降成本已经成为全体员工的共识。

公司继续坚持“高管出思路、中层出执行力、基层出生产力”的管理总思路，一是强化管理体系，充实高

层管理团队，调整优化高层分工，增强高管团队的学习力、创新力和凝聚力。二是开展中层及管理岗位公

开竞聘，为基层优秀员工提供更好的发展机会和更高的展现自我的平台，能者上、庸者下，形成良性竞争，

确保中层管理者的执行力有效发挥。三是在基层服务性岗位实行减员合并，末位淘汰，提高员工危机意识，

充分发挥出基层员工的生产力作用。通过一系列强化管理的措施，在提效能、降成本方面取得了阶段性成

果：一是通过积极与银行谈判降低贷款执行利率，加强对外汇的管理和结汇的优化，以及加强货款回收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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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欠力度，降低了财务费用，保障了现金流的稳定；二是加强内部审计的监督作用，保障内控制度的有效

运行；三是实施了2014年度业绩激励基金的分配，让为公司发展做出突出贡献的核心员工成为公司股东，

极大的提升了员工积极性。 

    4、顺利完成再融资，着眼未来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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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于2015年

启动了非公开发行股票事项。2016年1月，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申请经中国证监会创业板发行审核委员会

审核通过；2016年4月，公司收到了中国证监会《关于核准通裕重工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

（证监许可[2016]528号）；2016年5月，公司完成了此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实际发行新股189,247,976股，

募集资金总额为1,404,219,981.92元。扣除发行费用后用于建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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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融资的顺利完成将保障募

投项目的顺利建设，将会更好的完善公司产业布局和实现降本增效，公司的产业链、产品链优势将会更加

明显，进一步提升公司核心竞争力，为公司未来健康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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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76,286,942.19 345,109,311.81 44.46% 13.76% 34.85% 6.95% 

管模 99,276,327.28 22,475,483.01 22.64% -15.40% -38.16% -8.33% 

其他锻件 305,806,762.46 96,403,185.11 31.52% -1.17% -5.38% -1.40% 

锻件坯料(钢锭) 199,959,193.77 9,982,479.13 4.99% -29.36% -68.61% -6.24% 

冶金设备 64,470,641.57 2,162,037.01 3.35% -31.63% -90.92% -21.89% 

粉末冶金产品 201,711,250.95 37,736,352.22 18.71% -11.17% -20.85% -2.29% 

核电业务 17,433,562.92 7,323,164.42 42.01% 108.99% 63.65% -11.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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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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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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2月，公司控股子公司济南市冶金科学研究所有限责任公司在禹城市设立了全资子公司山东

宝元硬质合金有限公司，主要从事硬质合金制品、硬质合金粉末、有色金属及陶瓷制品合成品的研发、生

产、销售。 

2、2016年4月，公司全资子公司青岛宝通进出口有限公司在青岛市设立了全资子公司青岛速运达国际

物流有限公司，主营从事国际货运代理业务。 

3、2016年8月，公司控股子公司常州海杰冶金机械制造有限公司在禹城市设立全资子公司禹城海杰新

能源工程有限公司，主要从事光伏发电工程、风电发电工程施工，电力生产、销售等业务。 

4、2016年9月，公司控股子公司常州海杰冶金机械制造有限公司在常州市设立全资子公司常州信之本

物资有限公司，主要从事贸易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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