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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743 证券简称：富煌钢构 公告编号：2018-022号

安徽富煌钢构股份有限公司 201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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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7,210,880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股派发现金红利 0.4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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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富煌钢构 股票代码 0027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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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叶景全 冯加广

办公地址 安徽省合肥市巢湖黄麓镇富煌工业园 安徽省合肥市巢湖黄麓镇富煌工业园

电话 0551-88562993 0551-88562919

电子信箱 yejq@fuhuang.com fengjg@fuhuang.com

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一）公司主要业务

公司主要业务为钢结构的设计、制造和安装，形成了以重型建筑钢结构、重型特种钢结构为主导，装配式建筑产业化、

轻钢结构、美学整木定制、高速视觉感知及高档门窗产品系列化发展，相互促进、相辅相成的特色经营格局，是我国钢结构

行业中能够承建各类建筑钢结构、桥梁钢结构、电厂钢结构及大跨度空间机构设计、制造与安装的骨干企业。形成了以重型

建筑钢结构、重型特种钢结构为主导，装配式建筑产业化、轻钢结构、美学整木定制、高速视觉感知及高档门窗产品系列化

发展，相互促进、相辅相成的特色经营格局，是我国钢结构行业中能够承建各类建筑钢结构、桥梁钢结构、电厂钢结构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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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造与安装的骨干企业。为强化内部管理，实现经营业务精细化分工，公司设立全资子公司富煌木业、富煌门窗幕墙分别从

事多材性实木工艺门和门窗幕墙业务。

（二）主要产品及其用途

主要产品包括重型钢结构、轻型钢结构和实木复合门，产品应用领域非常广泛。

分类 主要用途

重型钢结构 大型工业厂房，高层、超高层建筑，会展中心，体育场馆，高铁站，飞机

场，电厂锅炉刚架，市政桥梁、住宅、智能车库、装配式建筑等

轻型钢结构 轻型工业厂房、仓库、各类交易市场等

实木复合门 写字楼、商品房、住宅等

（三）行业发展变化

公司所处的钢结构行业是绿色、环保、节能、可持续发展的新兴产业，与经济发展周期有着较强的相关性。经济新常态

下的钢结构行业面临着增长速度相对放缓、结构有待调整等方面的挑战；同时，随着绿色建筑产业化和现代化提速、国家稳

步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振兴制造业强化金融服务实体经济、政府对装配式建筑支持等多重政策叠加效应释放、新型市场

兴起及钢结构行业自身发展空间的拓展，钢结构行业更迎来了优化升级、创新驱动转型、提质增效的发展机遇，具体表现在

如下方面：1、政府推动绿色建筑产业化，大力发展装配式建筑，为钢结构行业发展开拓广阔的市场空间；2、“中国制造2025”
推动钢结构产业升级，有利于优势企业整合资源做精做强；3、钢结构住宅、城市智能车库等新兴市场成为钢结构开拓新方

向；4、“一带一路”经济战略的积极推进，加快了中国钢结构行业走出的步伐。

钢结构建筑本身具有工业化建造的基本特质，近年来，国内钢结构行业内逐步形成了一批以上市公司为代表的知名企业，

其无论在普及观念、引领市场消费，还是在设计理念、技术积累、难题攻关、施工水平及人才培育方面，都取得了长足的进

步，他们通过加大研发投入力度，推出了一定规模的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钢结构建筑体系和钢结构住宅体系，并建成了样板

工程，部分已经大面积推广和使用。钢结构住宅在中国已经呈现出百花齐放的局面。

（四）市场竞争格局

据中国钢结构协会统计分析，我钢结构行业呈现出企业多、规模较小、集中度低、市场较分散、竞争较为激烈等特点，

缺乏市场占有率高、有一定话语权、具备行业整合能力的龙头企业。

（五）公司的行业地位

公司系中国建筑金属结构协会副会长单位、中国钢结构协会副会长单位、国家装配式建筑产业基地、安徽省钢结构协会

会长单位，拥有国家级企业技术中心、高新技术企业、安徽省创新型企业，是行业内尤其是重钢结构领域里，具有品牌优势

的生产、科研、创新基地，享有良好的品牌声誉，近年来保持较快的发展速度。上市后，随着品牌影响力的进一步提高，公

司的市场开拓能力、产能及产品结构都得以优化。近年来，为响应国家产业升级号召，顺应制造业发展形势，积极向绿色、

环保、智能制造战略转型，逐步成为行业内第一流的综合运营品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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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单位：人民币元

2017年 2016年 本年比上年增减 2015年

营业收入 2,812,928,014.13 2,381,502,232.73 18.12% 1,494,747,339.0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70,231,834.08 50,379,095.13 39.41% 30,823,997.3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66,785,087.97 49,645,445.14 34.52% 28,615,131.98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658,531,426.37 -546,394,598.50 20.52% 111,889,414.61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21 0.18 16.67% 0.13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20 0.18 11.11% 0.13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3.57% 4.39% -0.82% 4.36%

2017年末 2016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减 2015年末

资产总额 5,985,515,138.43 5,417,270,509.10 10.49% 3,457,022,372.8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1,984,342,656.79 1,920,411,089.44 3.33% 752,057,946.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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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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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83,518,661.08 822,996,344.43 622,207,100.47 884,205,908.1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7,063,839.25 23,162,890.04 22,306,477.87 17,698,626.9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4,879,543.26 24,367,867.85 21,554,040.28 15,983,636.58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76,338,824.10 -141,815,089.44 -114,429,509.93 -225,948,002.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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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161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

一个月末普通股股

东总数

32,6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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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徽富煌建设

有限责任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37.96% 128,000,000 128,000,000 质押 32,000,000

平安大华基金

－平安银行－

中融国际信托

－中融－融珲

18号单一资金

信托

其他 8.54% 28,793,774 0

红土创新基金

－银河证券－

深圳市创新投

资集团有限公

司

其他 2.56% 8,635,783 0

北京德泰恒润

投资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2.39% 8,060,000 0

国投瑞银资本

－渤海银行－

国投瑞银资本

瑞银证券定向

增发 5号专项

资产管理计划

其他 2.24% 7,544,920 0

中国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国

投瑞银瑞盛灵

活配置混合型

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1.38% 4,669,323 0

何志坚 境内自然人 0.92% 3,104,50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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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国际金融

股份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0.68% 2,295,719 0

博时基金－兴

业银行－上海

兴瀚资产管理

有限公司

其他 0.58% 1,945,526 0

#刘政达 境内自然人 0.44% 1,500,000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

动的说明
公司未知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属于一致行动人。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

说明（如有）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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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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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公司积极推动业务模式升级，不断扩大总成包项目的业务占比，转变思维、调整思路，深入落实董事会在市场、

管理、目标、人才、文化上等方面发展定位：坚持以市场为先导的发展观，丰富产品体系，创意营销理念，创新业务模式，

狠抓传统业务市场，积极开拓装配式建筑市场领域，发掘智能立体车库项目，完善木业市场布局；推动管理升级，践行“科
技引领，实业报国”的发展理念，弘扬“工匠”精神，落实“强化管理、从严治企”要求，不断加强内部管理环节市场化举措的

优化，促进的工作效率切实提高，坚持效益为主、质量优先、精益求精，依靠技术进步和管理创新提高企业发展内生力，整

合公司内外部资源，并购富煌君达，引入高科技信息技术产业，高效培育，加快公司向创新型和高质量驱动型企业转型；撤

并部分内部部门机构，设立全资子公司，完善法人治理结构，坚持实业和资本相结合，推进非公开发行募投项目建设进程，

积极做好企业中长期发展规划；打造公平、公正的人才成长平台，吸引优秀的高级管理人才和技术人才；营造朴实、崇尚的

企业文化氛围，竭力提升富煌钢构的品牌价值，充分释放品牌效应，公司的综合实力和市场竞争力进一步增强。

2017年1-12月份，公司累计新签销售合同额人民币约502,679.93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46.14%；公司充分发挥房屋建筑

施工总承包特级资质优势，在装配式建筑市场领域取得重大突破，分别承接了阜阳市颍泉区棚户区改造抱龙安置区产业化工

程（8.0727亿元）、阜阳职业技术学院新校区建设项目（8.835亿元）及蚌埠市龙子湖体育公园工程施工总承包、蚌埠市龙子

湖区全民健身体育中心B地块工程施工总承包等总承包项目，为公司进一步的业务转型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同时，公司众多

大型工程项目，进一步巩固了公司持续健康发展的态势。加快已承接智能车库建成使用，助推公司业务结构体系完善。

2017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281,292.80万元，较去年同期提高18.12%；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7,023.18万元，较

去年同期增长39.41%。公司的营业收入及营业利润增长的主要系公司不断发挥资质优势，不断加强市场开拓力度，开发新

型市场，合同订单额大幅增加，并持续加强内部管理，降本增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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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钢结构产品 1,943,092,104.01 266,236,102.10 13.70% 17.19% 16.40% 0.58%

钢结构土建 591,555,292.87 86,701,482.86 14.66% 20.61% 20.75% -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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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本公司自2017年5月28日起执行财政部制定的《企业会计准则第42号——持有待售的非流动资产、处置组和终止经营》，

自2017年6月12日起执行经修订的《企业会计准则第16号——政府补助》。本次会计政策变更采用未来适用法处理。

2.本公司编制2017年度报表执行《财政部关于修订印发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通知》(财会〔2017〕30号)，将原列报于“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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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外入”和“营业外支出”的非流动资产处置利得和损失和非货币性资产交换利得和损失变更为列报于“资产处置收益”。此项

会计政策变更采用追溯调整法，调减2016年度营业外收入145,234.26元，营业外支出131,007.85元，调增资产处置收益14,226.41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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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告期内合并财务报表范围变化

本期新增子公司

序号 子公司全称 子公司简称 本期纳入合并范围原因

1 安徽富煌木业有限公司 富煌木业 新设

2 安徽富煌门窗幕墙有限公司 富煌门窗幕墙 新设

3 安徽富煌工程科技有限公司 富煌工程科技 新设

4 合肥富煌君达高科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富煌君达 非同一控制下的合并

本期减少子公司

序号 子公司全称 子公司简称 本期减小合并范围原因

1 合肥富煌钢结构工程有限公司 合肥富煌 注销

（4）对 2018年 1-3月经营业绩的预计

□ 适用 √ 不适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