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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564                             证券简称：天沃科技                             公告编号：2018-027 

苏州天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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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计划不派发现金红利，不送红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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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沃科技 股票代码 0025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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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煜 郑克振 

办公地址 
江苏省张家港市金港镇长山村临江路 1

号 

江苏省张家港市金港镇长山村临江路 1

号 

电话 0512-58788351 0512-58788351 

电子信箱 zhengquanbu@thvow.com zhengquanbu@thvow.com 

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报告期内，公司围绕“打造国际一流的电力工程、新能源与清洁能源综合服务商，军民融合锻造国防科工建设重要力

量”战略，形成了以能源工程服务为产业主体，以高端装备制造为产业基础，以军民融合为产业突破方向的发展格局。 

 

（1）能源工程服务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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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控股子公司中机电力主要从事电力行业工程EPC总包业务和电力工程设计咨询等服务，EPC项目的盈利主要来源于

业主与中机电力签订的合同金额与项目实际成本的差额。服务范围涉及区域电厂、自备电站、热电联产项目、输变电网络、

光伏电站、风电和光热等新能源电站。根据中国勘察设计协会发布的《关于公布勘察设计行业从事工程项目管理和工程总承

包企业完成合同额二〇一七年排序名单的通知》（中设协字[2017]59号）显示，中机电力在行业160余家企业中的合同完成额

排名升至第14位，在以电力工程为主要业务的企业中排名第5位，继续保持行业领先地位。 

目前，电力工程、新能源与清洁能源总包业务成为公司主要的业务收入来源。按照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行业分类指

引》的有关标准，公司的行业类别已经由专用设备制造业，转变为“M 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大类下的M74专业技术服务

业”。 

 

（2）高端装备制造领域 

公司全资子公司张化机主要产品包括各种材质及规格的换热器、分离器、反应釜、储罐、塔器、过滤器、蒸发器等，

广泛应用于石油炼化、化工、煤化工、电力等领域，产品的特点是涉及多学科、多领域技术，技术集成度高、开发难度大、

制造工艺复杂、技术门槛高。张化机能够为客户提供高端压力容器的设计、制造和安装业务，提供压力容器及成套装备从设

计、制造、安装到售后技术服务的全过程解决方案。根据产品的特点，张化机采取以销定产的经营模式，即根据客户订单进

行定量生产，根据生产任务的需要进行采购，产品直接销售给预订的客户。 

张化机长期是我国非标压力容器行业的一线供应商，业绩突出，市场占有率稳定。张化机产品质量在业内享有较高的

知名度，为国内为数不多的拥有核心技术、能承接国家重大项目、制造关键设备的专业制造企业。 

 

（3）军民融合领域 

公司重点培育单位无锡红旗船厂有限公司，是我国较早进入军品科研与生产领域的厂家，军工资质齐全。产品主要包

括自行舟桥、特种舟桥、路面等渡河器材，军辅船、游船、全回转拖轮等产品等多种军用、军民两用特种装备及军备维保服

务。同时公司还在民用船舶、海上生活平台、钢结构、网架工程施工等领域拥有较强的研发生产能力，并提供上述同类商品

的售后服务、维修、技术服务及咨询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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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403,683,552.02 1,195,145,239.06 770.50% 2,288,684,290.8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225,145,578.55 -299,710,879.84 175.12% 28,207,232.6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87,558,885.20 -316,377,404.06 127.68% 15,335,111.89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509,572,371.56 266,619,897.15 -291.12% 162,842,981.14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31 -0.41 175.61% 0.04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30 -0.41 173.17% 0.04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8.66% -10.15% 18.81% 0.96% 

 2017 年末 2016 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减 2015 年末 

资产总额 22,586,717,443.96 17,004,835,549.85 32.83% 7,213,458,618.5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2,712,090,017.31 2,485,525,646.33 9.12% 2,929,131,309.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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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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14,428,097.13 3,963,324,416.43 2,037,678,442.55 1,388,252,595.9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 
32,406,428.23 58,179,280.75 115,230,442.60 19,329,426.9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

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29,131,601.93 55,055,796.78 114,333,570.49 -110,962,084.00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

额 
-677,160,767.52 293,029,666.60 15,670,909.73 -141,112,180.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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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3,404 

年度报告披露日

前一个月末普通

股股东总数 

48,3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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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玉忠 境内自然人 23.79% 175,053,374 164,914,855 质押 175,000,000 

浙商金汇信托股份有限公司－

浙金·瑞雪一号集合资金信托计

划 

其他 7.37% 54,194,516    

江阴华中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4.90% 36,023,499  冻结 36,023,499 

华润深国投信托有限公司－润

之信 20 期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其他 1.51% 11,090,029    

钱凤珠 境内自然人 1.02% 7,514,196    

华润深国投信托有限公司－润

之信 50 期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其他 0.78% 5,758,300    

中融国际信托有限公司－中融

－日进斗金 22 号证券投资单一

资金信托 

其他 0.76% 5,586,905    

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0.73% 5,387,832    

鹏华资产－浦发银行－鹏华资

产方圆 5 号资产管理计划 
其他 0.72% 5,329,542    

云南国际信托有限公司－启鸿

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其他 0.64% 4,702,286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股东钱凤珠系股东陈玉忠配偶，股东浙商金汇信托股份有限公司派驻

公司董事为孙磊。其余股东未知是否存在关联关系及是否属于《上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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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股东持股变动信息披露管理办法》中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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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 年，全球经济缓慢复苏，国内经济稳中向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不断深化，经济呈现动力增强、效益提升的良好

势头，持续加大对实体经济支持力度成为社会共识。在此背景下，公司按照“打造国际一流电力工程、新能源与清洁能源的

综合性服务商；军民融合锻造国防科工建设重要力量”战略部署，狠抓市场拓展，加快创新步伐，强化资源整合，公司的能

源工程服务、高端装备制造和军民融合三大产业板块的实力显著提升；加强重点项目开发，增强可持续发展能力；优化运营

架构，完善风控管理，为公司健康、稳定发展打下牢固的基础。 

 

（一）主要经营指标实现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1,040,368.36万元，比上年同期增长770.50%；实现净利润32,051.66万元，比上年同期

增长204.78%；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22,514.56万元，盈利能力明显提升（上年同期为亏损29,971.09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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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报告期内的主要经营成效 

 

1、立足现有市场，拓展新兴领域，经营生产创造佳绩 

能源工程服务板块。报告期内，中机电力充分发挥工程勘察、设计与市场拓展的能力优势，通过合理调配项目团队、

完善项目管理流程、科学组织施工，抢占海外市场，快速推进以光伏、光热、风电项目为代表的新能源工程建设业务和输配

电工程业务，取得了优异成绩，为公司业绩增长做出了突出贡献。报告期内，中机电力连续获得大额订单；公司热电联产、

区域电厂等 EPC 项目工程实施状况良好，通过积极参与“一带一路”建设，提升了公司在国内外市场的知名度:光伏发电方面，

中机电力全年光伏电站 EPC 工程并网量超过 1GW，成为国内光伏电站主要承建商；光热发电方面，中机电力作为玉门郑家

沙窝熔盐塔式 5 万千瓦光热发电项目 EPC 总包方，将以此为契机进入光热发电工程市场，项目建设取得重要进展；输配网

工程方面，中机电力投资控股广西能美好（现已更名为中机国能（广西）能源科技有限公司），以西南区域输配电市场为发

力点，进一步拓展输配电网建设领域。目前，电力工程、新能源与清洁能源总包业务成为公司主要的业务收入来源。报告期

内，中机电力实现销售收入 873,521.53 万元，占公司 2017 年经审计营业收入的 83.96%；实现归属于中机电力所有者的净利

润 46,725.88 万元，扣除非经常性损益、会计估计变更后的归属于中机电力所有者的净利润为 37,805.03 万元，完成 2017 年

业绩承诺。公司将进一步加大对能源工程服务板块的投入，将其打造成天沃科技战略发展的重要支柱。 

高端装备制造板块。报告期内，伴随国内七大炼化基地的建设，炼化、化工、煤化工等行业市场回暖，公司抓住契机，

适时采取一系列措施，有效改善了经营状况，拓宽了高端产品的种类，并为公司其他板块提供强有力的制造能力支持。报告

期内，公司改组了张家港装备制造板块的组织运营架构，设立张化机为独立的全资子公司，将其定位为产品导向的制造基地，

提升重装业务资产运营质量和效率。通过实施全面经济责任制和实施团队收入与回款总量挂钩的考核制度，有效地激发了团

队的活力，超额完成了订单指标，降低了经营成本，应收账款回收成效显著，在年底实现了月度扭亏为盈。为发挥张化机的

品牌效应，张化机自身也在现有产品业务基础上，积极开发长线产品，新开发的海水淡化、锻焊容器等部分新产品已形成订

单，海水淡化系统、低温余热利用技术、光热发电配套设备、核电产品等领域高端装备加快研发，新改组的张化机已经成为

公司装备板块发展的核心平台。报告期内，张化机实现销售收入 34,550.43 万元，净利润-4,163.81 万元。此外，江南锻造在

服务化工装备行业的同时，以风电、传动装置、纺织机械用轴类锻件为突破点开发新市场，超额完成年度经济责任目标。 

军民融合板块。报告期内，公司整合了红旗船厂与装备制造基地部分资源，在“军民融合”推进国防科工建设的大背景

下，业务明显增长，实现了扭亏为盈的目标。报告期内，红旗船厂主动适应军用市场需求，抢抓军品发展新商机。瞄准部队

客户新需求，争取军品大修新任务。抓住舟桥改进“整改提升工程”契机，挖掘舟桥市场，提升红旗舟桥品牌影响力，实现了

订货数量和订单金额的重大突破。瞄准省内周边民品市场新动向，在民船市场的影响力进一步扩大，在钢结构业务上实现重

大进展，成为公司在军民融合板块实现突破的新生力量。报告期内，红旗船厂实现销售收入 20,363.72 万元，净利润 147.34

万元。 

其他业务方面，公司锦隆重件码头在主要服务张化机制造业务的同时，发挥自身优势，提升经营业绩。锦隆重件码头

充分利用现有的港池码头、长江岸线资源，开展仓储物流业务，成效显著。 

 

截止 2018 年 3 月 31 日，公司主要业务板块在手订单数如下： 

业务板块 截止2018年3月31日 

在手订单（亿元） 

1 电力工程、清洁能源工程业务 162.75 

1.1 火电 98.14 

1.2 光伏 21.49 

1.3 风电 20.27 

1.4 输变电 3.14 

1.5 其他 19.71 

2 压力容器设备 23.43 

3 海工、军工及其他 3.49 

合   计 189.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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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抢占光热发电市场先机，形成公司新的核心竞争力 

报告期内，公司推进非公开发行股票项目，募集资金将用于甘肃玉门郑家沙窝熔盐塔式 5 万千瓦光热发电项目建设。

该项目是国家能源局首批 20 个光热示范项目之一，其采用的二次反射技术与传统塔式光热技术相比优势显著：具有独特的

二次反射技术，实现高温熔盐的地面聚热（传统方式则是置于高塔顶部），确保了电厂蓄热系统的可行性与安全性，实现稳

定输出的基础电力供应。项目二维高聚光比定日镜，采用先进的力学和运动设计、标准件工厂化生产设计和全国产化，将极

大地降低制造成本；独有的模块化镜场设计和标准化浅地设计，简化工程要求，有效地降低了工程及土建费用。 

玉门光热发电项目由公司子公司中机电力总承包，项目建设处于正常推进中。建成后，所发电力由电网全额消纳，每

年将为公司贡献稳定的利润和现金流。本项目的实施，将有助于公司在光热发电领域抢占先机，拓展公司新能源 EPC 服务

新领域、强化工程总包龙头地位，对实现公司的战略目标具有重要意义。 

 

3、借力资本市场助推企业发展，增强可持续发展能力 

（1）2017 年 4 月 7 日，公司 2016 年年度股东大会同意向不超过十名特定投资者发行不超过 147,152,400 股人民币普

通股，项目筹集的资金将用于玉门郑家沙窝熔盐塔式 5 万千瓦光热发电项目。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已于 2017 年 11 月 21 日

经中国证监会发行审核委员会审核通过。目前，公司已收到中国证监会核发的《关于核准苏州天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

发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2017﹞2380 号）。 

（2）2017 年 1 月 17 日，公司 2017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同意公司发行票面总额不超过人民币 15 亿元（含 15

亿元）的非公开公司债券，本次募集资金将用于归还公司债务并补充流动资金。本次非公开发行债券已取得深圳证券交易所

无异议函。 

（3）为进一步完善公司长效激励机制，激励电力、新能源工程总包与服务业务的核心团队，将公司利益和主要业务板

块核心团队的个人利益结合在一起，公司启动了《关于对中机国能电力工程有限公司管理层专项股权激励计划》，按期完成

相关股票期权授予登记工作。 

 

4、精干公司业务，集中资源巩固、发展优势业务 

经过多年发展，公司规模迅速扩张，业务遍及多个领域，客观上分散了公司的力量，加大了公司经营管理的难度。为

整合公司资源，回笼资金，优先保障核心业务发展所需，公司启动资产重整工作，推动闲置资源的盘活及低效资产、非主业

资产的清理处置。报告期内，公司将临江基地制造业务相关资源划转至张化机，设立澄杨机电公司负责管理澄杨生产基地，

并先后完成了新煤化工和飞腾铝塑的出售。公司资产结构、业务结构调整成效显著。 

2018 年，公司将在 2017 年工作基础上，对资产利用效率不高且与公司发展战略匹配度不大的资产加大处置力度，加

快公司内部资产的整合，将发展所需的资源与公司战略精力，更多聚集于主要战略方向和重点领域。 

 

5、优化组织结构，完善风控管理体系 

报告期内，为了匹配公司多业务板块布局、跨区域生产经营的现状，公司按照“集团化管控、板块化经营”的思路推动

体制改革，设立了上海运营管理总部，厘清了公司与各大产业板块的统属关系，公司资源得以更好的整合，管控流程更加流

畅，办公效率显著提升。 

为适应公司工程服务、大型装备产品周期较长、体量大的业务特点，公司不断完善“事前评议、事中控制、事后改进”

的风控管理体系。公司各业务板块依据各自的经营权限，从项目盈利能力、合作对象实力、项目资源调配等各方面对项目进

行全方位评审，坚决杜绝存在重大隐患的项目。业务推进过程中，项目一线团队定期向公司汇报项目进展，及时识别、预警

潜在风险；必要时采取暂停项目、减少投资等措施控制风险，避免和减小损失。项目完工验收后，及时结算，严格审计，加

快回款。对项目实施情况，及时组织分析，对有普遍意义的风险点进行总结提炼，与时俱进提高风控有效性。 

2、报告期内主营业务是否存在重大变化 

√ 是 □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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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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电力工程 EPC 8,504,317,033.71 856,232,209.65 10.07% 100.00% 100.00% 10.07% 

压力容器设备 1,082,012,728.32 62,661,086.44 5.79% 148.62% -11.84% -10.54% 

新型材料 404,973,963.19 78,968,746.47 19.50% 22.77% -0.59% -4.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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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6年12月，公司完成对中机电力80%股权的重大资产购买。中机电力主营业务为电力工程领域的工程总承包和工程

设计及相关服务。本次并购的完成，使天沃科技一跃成为国内排名领先的能源建设服务单位，进入区域电厂、自备电站、输

变电网络建设领域。报告期内电力工程EPC的营业收入85.04亿元，占公司营业收入的81.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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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调整部分固定资产折旧年限 

公司本着同业合理对比、谨慎经营、有效防范化解资产损失风险及应对日后市场变化的考虑，根据当前实际经营情况，

经公司2017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调整公司部分固定资产折旧年限。 

 

1、变更原因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相关规定及公司固定资产的实际使用情况，为更加客观真实地反映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

公司对各类固定资产折旧年限进行了梳理，根据预计可使用年限，重新核定了折旧年限。（1）房屋建筑物：近年来，公司房

屋建筑物均采用了较高的建筑设计和施工标准，大多为钢架结构和钢筋混凝土框架结构，建筑质量大幅提高，预计使用寿命

相对较长，本次对钢架结构及钢筋混凝土框架结构房屋，公司变更了该类固定资产的会计估计，折旧年限由20年变为40年；

对公司码头水工建筑的会计估计，折旧年限由20年变为50年。而公司修建的砖混结构房屋、简易房及构筑物，由于其修建的

技术要求和质量要求相对较低，预计使用年限相对较短，折旧年限维持20年不变。（2）机器设备：为了使公司会计估计更加

符合机器设备的实际使用情况，在遵循会计核算谨慎性原则的基础上，公司对部分值价高、消耗小、实际使用年限长的起重

设备、成形设备、工业炉及金属切削机床的折旧年限由10年变为20年，其他机器设备折旧年限维持10年不变。 

 

2、固定资产折旧年限变更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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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固定资产折旧年限变更前后的情况如下： 

 

3、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执行时间及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自2017年1月1日起开始执行。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28号：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变更和差错更正》的

规定，对上述会计估计的变更采用未来适用法，无需对已披露的财务报告进行追溯调整，不会对公司以前各年度的财务状况

和经营成果产生影响。本次会计估计变更影响当期归属于母公司的净利润4,128.47万元。 

 

 

二、调整应收账款、其他应收款坏账计提比 

    

 1、变更原因 

    为更加客观公正地反映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如实反映公司业务结构调整升级后客户群在质量和信用特征方面的

变化，结合公司业务的实际情况并参考同行业上市公司的情况，经公司2017年第七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调整公司应收

账款、其他应收款坏账计提比例。 

 

2、变更情况 

变更前公司采用账龄分析法计提坏账准备如下： 

账龄 应收账款计提比例（%） 其他应收款计提比例（%） 

1年以内（含1年） 3 3 

1—2年 10 10 

2—3年 30 30 

3—4年 50 50 

4—5年 80 80 

5年以上 100 100 

 

变更后公司采用账龄分析法计提坏账准备如下： 

账龄 应收账款计提比例（%） 其他应收款计提比例（%） 

1年以内（含1年） 3 3 

1—2年 5 5 

2—3年 20 20 

3—4年 40 40 

4—5年 60 60 

5年以上 100 100 

 

3、本次会计估计变更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会计估计变更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开始执行。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28号—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变更和差错

更正》的相关规定，本次会计估计变更采用未来适用法，不改变以前期间的会计估计，无需对已披露的财务报告进行追溯调

整。本次会计估计变更影响当期归属于母公司的净利润12,409.11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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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类别 折旧年限（年） 

 变更前 变更后 

房屋及建筑物 20 20-50 

机器设备 10 10-20 

运输设备 5 5 

电子及其他设备 5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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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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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于2017年6月23日完成玉门鑫能光热第一电力有限公司85%股权的收购，自收购完成之日起玉门鑫能纳入合并范围内。 

2、公司于2017年6月2日设立全资子公司张家港澄杨机电产业发展有限公司，自设立完成之日起澄杨产业纳入合并范围内。 

3、公司于2017年6月23日转让全资子公司新煤化工设计院（上海）有限公司100%股权，交易完成后新煤化工不再纳入合并

范围。 

4、公司于2017年12月26日转让其持有的张家港飞腾铝塑板股份有限公司70%股权，交易完成后飞腾铝塑不再纳入合并范围。 

（4）对 2018 年 1-3 月经营业绩的预计 

□ 适用 √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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