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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重要提示 

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季度报告内容的真

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

连带的法律责任。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次季报的董事会会议。 

公司负责人王军民、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万胜平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

管人员)张玲声明：保证季度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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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公司基本情况 

一、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减 

总资产（元） 8,297,160,548.33 7,675,966,455.56 8.0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元） 
3,996,763,804.41 3,838,003,866.54 4.14% 

 本报告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

增减 
年初至报告期末 

年初至报告期末比上

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元） 1,660,656,388.98 102.95% 3,497,481,566.29 47.7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元） 
65,098,897.86 133.48% 176,217,232.97 46.3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元） 
29,079,883.01 8.16% 73,696,906.14 -34.99%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元） 
172,773,979.58 1,178.63% -41,487,340.73 -142.82%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865 107.22% 0.5047 16.08%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865 107.22% 0.5047 16.08%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64% 0.79% 4.50% 0.04%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项目 年初至报告期期末金额 说明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包括已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冲销部分） 548,775.18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与企业业务密切相关，按照国家统

一标准定额或定量享受的政府补助除外） 
145,612,355.27  

其他符合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的损益项目 -10,241,385.01  

减：所得税影响额 33,399,418.61  

合计 102,520,326.83 -- 

对公司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 1 号——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界定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以及把《公

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 1 号——非经常性损益》中列举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的项目，应

说明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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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报告期不存在将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 1 号——非经常性损益》定义、列举的非经常性损益

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的项目的情形。 

二、报告期末股东总数及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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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099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

股股东总数（如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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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9,280,000 102,960,000 质押 79,000,000 

邓烨芳 境内自然人 10.60% 37,000,000  质押 13,03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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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5% 7,867,097    

诺德基金－民生

银行－东方证券

股份有限公司 

其他 2.17% 7,584,9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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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1% 7,349,590    

施建刚 境内自然人 1.61% 5,633,300    

邓滨锋 境内自然人 1.03% 3,600,000    

商晓飞 境内自然人 1.03% 3,600,000    

商晓红 境内自然人 1.03% 3,600,000 2,700,000   

中央汇金资产管

理有限责任公司 
国有法人 0.98% 3,430,200    

前 10 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股份数量 
股份种类 

股份种类 数量 

邓烨芳 37,0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37,000,000 

商晓波 26,320,000 人民币普通股 26,32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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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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867,097 人民币普通股 7,867,097 

诺德基金－民生银行－东方证券

股份有限公司 
7,584,936 人民币普通股 7,584,9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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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349,590 人民币普通股 7,349,590 

施建刚 5,633,300 人民币普通股 5,633,300 

邓滨锋 3,6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3,600,000 

商晓飞 3,6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3,600,000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3,430,200 人民币普通股 3,430,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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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计划确 

2,833,295 人民币普通股 2,833,2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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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滨锋为本公司控股股东邓烨

芳的弟弟、股东商晓红、商晓飞为本公司控股股东商晓波的姐姐，与其他股东之间不存

在关联关系，未知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属于一致行动人。 

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参与融资融券

业务情况说明（如有） 
不适用 

公司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前 10 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在报告期内是否进行约定购回交易 

□ 是 √ 否  

公司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前 10 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在报告期内未进行约定购回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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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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重要事项 

一、报告期主要财务数据、财务指标发生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资产负债表项目 期末数 期初数 较年初变动 变动原因说明 

预付款项 304,815,543.25  80,790,631.41  277.29% 主要系本期加大钢厂订货量所致。 

其他应收款 236,793,645.79  159,458,370.37  48.50% 主要系本期支付保证金增加所致。 

其他流动资产 50,371,716.25  21,807,920.89  130.98% 主要系本期待抵扣进项税增加所

致。 

投资性房地产 90,668,811.21  19,323,966.84  369.20% 主要系本期出租的房产增加所致。 

在建工程 402,637,616.94  134,188,454.43  200.05% 主要系本期新建生产基地投入和

募投项目投入所致。 

工程物资 1,821.93  0.00  增加1821.93元 主要系本期购入工程物资所致。 

无形资产 334,902,839.08  251,827,628.64  32.99% 主要系本期购入土地所致。 

短期借款 1,600,000,000.00  1,140,950,000.00  40.23% 主要系本期新增借款所致。 

应付票据 1,056,116,066.00  1,551,031,665.82  -31.91% 主要系本期开具票据支付款项减

少所致。 

预收款项 600,584,508.62  232,382,609.10  158.45% 主要系本期收到预收款增加所致。 

应交税费 46,951,540.86  68,909,043.70  -31.86% 主要系本期支付上年末税费所致。 

其他应付款 191,984,296.56  86,043,649.00  123.12% 主要系本期支付的保证金增加所

致。 

其他流动负债 53,815,292.11  35,883,247.21  49.97% 主要系营改增税改会计科目调整

所致。 

递延所得税负债 14,720,866.23  0.00  增加14720866.23

元 

主要系递延税费增加所致。 

利润表项目 本期数 上期数 较上期变动 变动原因说明 

营业收入 3,497,481,566.29  2,367,738,680.43  47.71% 主要系本期销量增大及销售价格

上涨所致。 

营业成本 3,007,005,540.77  1,930,646,544.61  55.75% 主要系本期销量增大及材料采购

价格上涨所致。 

税金及附加 37,722,532.02  7,485,089.80  403.97% 主要系营改增税改会计科目调整

所致。 

资产减值损失 49,161,244.91  -4,131,299.75  -1289.97% 主要系本期坏账计提所致。 

投资收益 -2,349,554.91  -4,090,778.75  -42.56% 主要系投资武船重工亏损减少所

致。 

营业外收入 149,638,165.64  9,541,708.09  1468.25% 主要系本期收到政府补贴增加所

致。 

营业外支出 13,718,420.20  655,533.19  1992.71% 主要系本期捐赠款增大所致。 

利润总额 245,615,973.69  152,593,414.69  60.96% 主要系本期收到政府补贴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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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得税费用 69,398,740.72  32,151,636.67  115.85% 主要系本期利润总额增加所致。 

净利润 176,217,232.97  120,441,778.02  46.31% 主要系本期利润总额增加所致。 

现金流量表项目 本期数 上期数 较上期变动 变动原因说明 

销售商品、提供劳务

收到的现金 

3,969,424,007.38  2,955,725,052.30  34.30% 主要系本期销售收款增大所致。 

收到的其他与经营

活动有关的现金 

403,329,883.23  121,992,515.13  230.62% 主要系本期收到的政府补贴及票

据保证金增加所致。 

经营活动现金流入

小计 

4,372,753,890.61  3,077,717,567.43  42.08% 主要系本期销售收款增大所致。 

购买商品、接受劳务

支付的现金 

3,597,321,926.28  2,460,547,378.30  46.20% 主要系本期加大采购所致。 

支付给职工以及为

职工支付的现金 

355,717,885.12  273,019,488.26  30.29% 主要系本期收入及产量增加所致。 

支付的各项税费 195,667,737.06  118,928,180.76  64.53% 主要系本期收入增加所致。 

支付的其他与经营

活动有关的现金 

265,533,682.88  128,345,685.94  106.89% 主要系本期支付的保证金增加所

致。 

经营活动现金流出

小计 

4,414,241,231.34  2,980,840,733.26  48.09% 主要系本期加大采购所致。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41,487,340.73  96,876,834.17  -142.82% 主要系本期加大采购所致。 

处置固定资产、无形

资产和其他长期资

产而收回的现金净

额 

1,649,193.30  100,866,214.58  -98.36% 主要系上年同期收到收储土地款

所致。 

处置子公司及其他

经营单位收到的现

金净额 

0.00  957,701.15  -100.00% 主要系上年同期处置子公司所致。 

投资活动现金流入

小计 

1,793,159.54  102,003,873.53  -98.24% 主要系上年同期收到收储土地款

所致。 

购建固定资产、无形

资产和其他长期资

产所支付的现金 

472,231,773.22  123,498,828.92  282.38% 主要系本期新建生产基地投入所

致。 

投资所支付的现金 3,000,000.00                                  

0.00  

增加3,000,000.00

元 

主要系对外投资所致。 

投资活动现金流出

小计 

475,231,773.22  123,498,828.92  284.81% 主要系本期新建生产基地投入所

致。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473,438,613.68  -21,494,955.39  2102.56% 主要系本期新建生产基地投入所

致。 

吸收投资所收到的

现金 

0.00  1,189,049,466.74  -100.00% 主要系上年同期非公开发行股票

收到募集资金所致。 

取得借款所收到的

现金 

1,510,000,000.00  1,181,450,000.00  27.81% 主要系本期借款增加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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筹资活动现金流入

小计 

1,510,000,000.00  2,370,499,466.74  -36.30% 主要系上年同期非公开发行股票

收到募集资金所致。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393,086,137.74  823,921,879.65  -52.29% 主要系上年同期非公开发行股票

收到募集资金所致。 

汇率变动对现金及

现金等价物的影响 

-1,617,842.37  1,322,060.75  -222.37% 主要系汇率变动所致。 

现金及现金等价物

净增加额 

-123,457,659.04  900,625,819.18  -113.71% 主要系上年同期非公开发行股票

收到募集资金所致。 

 

二、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三、公司实际控制人、股东、关联方、收购人以及公司等承诺相关方在报告期内超期未履行

完毕的承诺事项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公司实际控制人、股东、关联方、收购人以及公司等承诺相关方在报告期内超期未履行完毕的承诺事项。 

四、对 2017 年度经营业绩的预计 

2017 年度预计的经营业绩情况：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正值且不属于扭亏为盈的情形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正值且不属于扭亏为盈的情形 

2017 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变动幅

度 
15.00% 至 45.00% 

2017 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变动区

间（万元） 
16,762.61 至 21,135.46 

2016 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万元） 14,576.18 

业绩变动的原因说明 公司业务保持稳键的发展。 

五、以公允价值计量的金融资产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资产类别 
初始投资

成本 

本期公允价

值变动损益 

计入权益的累

计公允价值变

动 

报告期内购入

金额 

报告期内售

出金额 

累计投资收

益 
期末金额 资金来源 

股票 496,010.02 -47,837.50     448,172.52 债权抵换 

合计 496,010.02 -47,837.50 0.00 0.00 0.00 0.00 448,172.52 -- 



安徽鸿路钢结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第三季度报告正文 

9 

六、违规对外担保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违规对外担保情况。 

七、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对上市公司的非经营性占用资金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对上市公司的非经营性占用资金。 

八、报告期内接待调研、沟通、采访等活动登记表 

√ 适用 □ 不适用  

接待时间 接待方式 接待对象类型 调研的基本情况索引 

2017 年 02 月 09 日 实地调研 机构 

详见巨潮资讯

http://www.cninfo.com.cn 鸿路钢构：

2017 年 2 月 09 日投资者关系活动记录

表 

2017 年 02 月 13 日 实地调研 机构 

详见巨潮资讯

http://www.cninfo.com.cn 鸿路钢构：

2017 年 2 月 13 日投资者关系活动记录

表 

2017 年 02 月 15 日 实地调研 机构 

详见巨潮资讯

http://www.cninfo.com.cn 鸿路钢构：

2017 年 2 月 15 日投资者关系活动记录

表 

2017 年 04 月 27 日 实地调研 机构 

详见巨潮资讯

http://www.cninfo.com.cn 鸿路钢构：

2017 年 4 月 27 日投资者关系活动记录

表 

2017 年 05 月 10 日 实地调研 机构 

详见巨潮资讯

http://www.cninfo.com.cn 鸿路钢构：

2017 年 5 月 10 日投资者关系活动记录

表 

2017 年 05 月 15 日 实地调研 机构 

详见巨潮资讯

http://www.cninfo.com.cn 鸿路钢构：

2017 年 5 月 15 日投资者关系活动记录

表 

2017 年 05 月 18 日 实地调研 机构 

详见巨潮资讯

http://www.cninfo.com.cn 鸿路钢构：

2017 年 5 月 18 日投资者关系活动记录

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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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 06 月 01 日 实地调研 机构 

详见巨潮资讯

http://www.cninfo.com.cn 鸿路钢构：

2017 年 6 月 1 日投资者关系活动记录

表 

2017 年 06 月 06 日 实地调研 机构 

详见巨潮资讯

http://www.cninfo.com.cn 鸿路钢构：

2017 年 6 月 6 日投资者关系活动记录

表 

2017 年 09 月 05 日 实地调研 机构 

详见巨潮资讯

http://www.cninfo.com.cn 鸿路钢构：

2017 年 9 月 5 日投资者关系活动记录

表 

2017 年 09 月 06 日 实地调研 机构 

详见巨潮资讯

http://www.cninfo.com.cn 鸿路钢构：

2017 年 9 月 6 日投资者关系活动记录

表 

2017 年 09 月 12 日 实地调研 机构 

详见巨潮资讯

http://www.cninfo.com.cn 鸿路钢构：

2017 年 9 月 12 日投资者关系活动记录

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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