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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重要提示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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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者应当到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等中国证监会指定媒体上仔细阅读年度报告全文。 

2 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年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

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3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会议。 

 

 

4 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本公司出具了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 

 

 

5 经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拟以公司 2017 年年度权益分配股权登记日的总股本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0.80元（含税），同时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 10股转增 3股。 

 

二 公司基本情况 

1 公司简介 

公司股票简况 

股票种类 股票上市交易所 股票简称 股票代码 变更前股票简称 

A股 上海证券交易所 法兰泰克 603966 无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徐冰 王堰川 

办公地址 江苏省吴江汾湖经济开发区汾越路

288号 

江苏省吴江汾湖经济开发区汾

越路288号 

电话 0512-82072666 0512-82072666 

电子信箱 xubing@eurocrane.com.cn securities@eurocrane.com.cn 

 

2 报告期公司主要业务简介 

（一）公司主要业务 

报告期内，公司主营业务为客户提供智能物料搬运解决方案，主要产品为中高端桥门式起重机、

电动葫芦、工程机械部件的研发、制造和销售，以及产品全生命周期的维修维护、升级改造服务

和零配件，广泛应用于高端装备制造、能源电力、交通物流、汽车、船舶、冶金、建材和造纸等

行业。 



报告期内，公司主要产品结构未发生重大变化。 

（二）经营模式 

公司起重机、电动葫芦产品主要采取以销定产的订单型业务模式，通过与客户议价或者招投标的

方式获得订单。起重机多数为非标产品，在销售合同生效后，公司根据客户需求组织设计、采购、

生产、备货和交付。同时，电动葫芦产品标准化程度相对较高，公司会根据市场需求做预测，有

计划地安排预先生产部分日常销售量较大的型号，然后进行销售的备货型业务模式。 

公司的工程机械部件产品是根据客户给出的未来十二个月的产品需求预测进行采购和生产。 

（三）行业情况说明 

1、桥门式起重机行业 

中国经济已从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增长阶段，随着去产能效果的显现和环保整治力度的加大，

公司下游行业产业集中度增加，新增环保和先进产能，对中高端智能制造物料搬运解决方案的需

求增加。国家 2025 智能制造战略的实施，客户对高性能智能化的欧式起重机的需求日益增加，欧

式起重机在物料搬运设备市场中的市场份额稳步上升，公司作为欧式起重机的领导者迎来了良好

的发展机遇。同时，国家的一带一路战略带动中国制造走向海外，起重机械作为应用广泛的重要

设备，将从中获得更多的业务机会，助力公司海外市场进一步拓展。 

2、工程机械行业 

在精准扶贫、建设交通强国等各项政策持续推进下，基建领域的飞速发展将从内需层面大幅改善

工程机械行业的经营状况，此外，随着“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市场需求不断扩大，工程机械海外

销量也将迎来持续增长，在内外需协调拉动下，行业整体有望进入持续景气的发展周期。中国工

程机械行业参与厂家较多，市场集中度不高。在经历了前几年的行业低谷之后，一些规模较小、

技术较弱的企业逐渐被市场淘汰。2016 年下半年开始，市场开始企稳回升，行业集中度开始提升，

2017 年工程机械行业处于恢复性增长阶段。公司在行业低谷期狠抓技术和管理，在行业转暖时迅

速抓住机遇，实现了经营业绩的快速反弹。 

3 公司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3.1 近 3 年的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2017年 2016年 

本年比上年 

增减(%) 
2015年 

总资产 1,144,079,037.24 774,153,048.45 47.78 796,783,645.21 

营业收入 636,607,711.16 541,237,074.59 17.62 552,363,376.69 

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净利润 

63,819,192.33 56,938,704.97 12.08 53,857,145.21 



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

润 

55,003,366.81 51,757,751.50 6.27 50,941,237.26 

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净资产 

821,617,721.48 515,884,057.29 59.26 472,078,136.25 

经营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量净额 

36,421,899.35 30,673,084.73 18.74 21,362,401.23 

基本每股收益（元

／股） 

0.41 0.47 -12.77 0.45 

稀释每股收益（元

／股） 

0.41 0.47 -12.77 0.45 

加权平均净资产

收益率（%） 

8.24 11.50 减少3.26个百分

点 

12.00 

 

 

 

 

3.2 报告期分季度的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元币种：人民币 

 
第一季度 

（1-3 月份） 

第二季度 

（4-6 月份） 

第三季度 

（7-9 月份） 

第四季度 

（10-12 月份） 

营业收入 93,932,275.52 172,128,575.29 156,118,074.16 214,428,786.1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利润 
1,623,137.22 22,963,612.09 18,820,040.85 20,412,402.1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后的净利润 

936,884.64 18,332,165.83 17,437,308.71 18,297,007.63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净额 
-23,824,095.03 6,152,543.58 15,196,361.83 38,897,088.97 

 

季度数据与已披露定期报告数据差异说明 

□适用  √不适用  

4 股本及股东情况 

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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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止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17,802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末的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17,576 

截止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0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0 

前 10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全称） 

报告期

内增减 

期末持股数

量 

比例

(%) 

持有有限售

条件的股份

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东 

性质 股份 

状态 
数量 

金红萍   37,480,240 23.4

3 

37,480,240 质押 9,210,0

00 

境内自

然人 

陶峰华  29,539,920 18.4

6 

29,539,920 无 0 境内自

然人 

上海志享投资管理有

限公司 

 21,449,760 13.4

1 

21,449,760 无 0 境内非

国有法

人 

上海复星创富股权投

资基金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 

 11,000,040 6.88 11,000,040 无 0 境内非

国有法

人 

张玲珑  2,400,000 1.50 2,400,000 无 0 境内自

然人 

蔡芳钻  2,400,000 1.50 2,400,000 无 0 境内自

然人 

沈菊林  2,160,000 1.35 2,160,000 无 0 境内自

然人 

无锡诚鼎创佳投资企

业（有限合伙） 

 2,000,040 1.25 2,000,040 无 0 境内非

国有法

人 

上海诚鼎创盈投资合

伙企业（有限合伙） 

 2,000,040 1.25 2,000,040 无 0 境内非

国有法

人 

阮宏来 17,900 1,217,900 0.76 1,217,900 无 0 境内自

然人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

的说明 

1、金红萍、陶峰华为夫妻关系，二人分别直接持有公司 23.43%、

18.46%的股份，同时通过上海志享持有公司 13.41%的股份。金

红萍、陶峰华二人共同直接、间接持有公司 55.29%的股份，是

公司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2、上海诚鼎、无锡诚鼎为关联

方，执行事务合伙人同受上海城投控股股份有限公司控制。上海

诚鼎、无锡诚鼎共同直接持有公司 2.50%的股份。3、公司未得

知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知是否属

于《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

股数量的说明 

不适用 

 

 

4.2 公司与控股股东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的方框图 

√适用  □不适用  



 

 

4.3 公司与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的方框图 

√适用  □不适用  

 

4.4 报告期末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 10 名股东情况 

□适用  √不适用  

5 公司债券情况 

□适用  √不适用  

三 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1 报告期内主要经营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63,660.77万元，同比上升 17.62%；营业成本 47,754.69万元，同

比上升 17.79%。全年销售费用 3,857.69万元，同比上升 14.86%；管理费用 4,279.92 万元，同比



上升 19.19%；财务费用-19.99万元，同比上升 87.45%。研发投入 3,086.35万元，研发投入总额

占营业收入比例达 4.85%。 

 

2 导致暂停上市的原因 

□适用  √不适用  

 

3 面临终止上市的情况和原因 

□适用  √不适用  

 

4 公司对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变更原因及影响的分析说明 

√适用□不适用  

1、2017 年 4 月 17 日，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 

根据财会【2016】22 号财政部关于印发《增值税会计处理规定》的通知规定：全面试行营

业税改征增值税后，“营业税金及附加”科目名称调整为“税金及附加”科目，该科目核算企业经营活

动发生的消费税、城市维护建设税、资源税、教育费附加及房产税、土地使用税、车船税、印花

税等相关税费；利润表中的“营业税金及附加”项目调整为“税金及附加”项目。本次会计政策变更对

公司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不构成影响，具体变更情况详见下表： 

会计政策变更的内容和原因 受重要影响的报表项目名称和金额 

将利润表中的“营业税金及附加”项目调整为“税金

及附加”项目 

税金及附加 

将自 2016 年 5 月 1 日起企业经营活动发生的房产税、

土地使用税、车船使用税、印花税从“管理费用”项

目重分类至“税金及附加”项目，2016 年 5 月 1 日之

前发生的税费不予调整。比较数据不予调整。 

调增税金及附加 2016 年金额

1,664,351.82 元，调减管理费用 2016 年

金额 1,664,351.82 元。 

2、2017 年 11 月 30 日，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 

根据财会【2017】15 号《企业会计准则第 16 号——政府补助》的修订，公司在利润表中的

“营业利润”项目之上单独列报“其他收益”项目，计入其他收益的政府补助在该项目中反映，



且同期比较数据不予调整。本次政府补助会计政策变更采用未来适用法，不涉及对以前年度的追

溯调整，本次变更对当期及前期列报的损益、总资产、净资产不产生影响。 

5 公司对重大会计差错更正原因及影响的分析说明 

□适用√不适用  

 

6 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对财务报表合并范围发生变化的，公司应当作出具体说明。 

√适用□不适用  

 

序号 子公司名称 

1 诺威起重设备（苏州）有限公司 

2 苏州一桥传动设备有限公司 

3 法兰泰克起重设备（深圳）有限公司 

4 法兰泰克（苏州）智能装备有限公司 

5 法兰泰克（天津）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6 EUROCRANE INTERNATIONAL LIMITED.（法兰泰克国际有限公司） 

7 EUROCRANE（SINGAPORE）HOLDING PTE.LTD.（法兰泰克（新加坡）控股有限公司） 

8 法兰泰克（苏州）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9 浙江金锋投资有限公司 

10 浙江亿晨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