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安徽富煌钢构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年度报告摘要 

1 

证券代码：002743                          证券简称：富煌钢构                          公告编号：2019-020 号 

安徽富煌钢构股份有限公司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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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实施的股权登记日当日的总股本为基数，

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0.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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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变更前的股票简称（如有）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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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计、制造和安装，逐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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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造与安装的骨干型企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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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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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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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厂锅炉钢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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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经营模式 

    1、钢结构业务经营模式 

   公司采取订单驱动的经营模式，销售是公司生产经营的中心环节，采购、生产围绕销售展开。  

  （1）采购模式 

   由于原材料（主要是各类钢材）的供应是钢结构工程项目中的重要环节，公司根据销售订单及年度生产经营计划，每年

年初通过供应商大会选择供应商，确定一年的合作模式，采用持续分批量的形式向原材料供应商进行采购,目前已逐步形成

了以钢材经销商为主，上游钢铁生产企业为辅的稳定供货渠道。 

  （2）生产模式 

  公司钢结构工程生产加工采用包工包料的模式，即根据中标工程的合同和设计的具体要求，由公司自行采购原材料并进行

构件生产加工和工程安装，个别项目存在客户指定原材料供应商，由公司根据指定采购的范围和要求进行采购。 

  （3）销售模式 

工程的承揽是公司业务的首要环节。工程承揽主要包括获取项目信息、对项目的评价审议、组织投标和报价、签订合同等。 

  （4）施工环节的作业模式 

  公司施工环节的作业模式分为两种：一种是利用自己的安装队伍进行施工；一种是寻求劳务合作方进行施工，将承接的部

分工程项目中的安装劳务分包给具有相应资质的单位，公司对项目施工全过程负责。公司在业务高峰期安装任务饱和且工期

要求十分紧迫的情况下，根据具体工程对安装资质、安装技术和经验、安装能力、安装人员、安装质量、施工时间等具体要

求，在合格劳务合作方名册中进行比质比价和评价筛选工作，最终选取相应的合作方进行合作，签订劳务合作合同。 

  （5）“设计、制造与安装”一体化经营的具体模式 

  公司借鉴国际钢结构优势企业“设计、制造、安装一体化经营”的业务模式，在钢结构领域的设计、制造、安装方面形成了

相应的竞争优势，成立专业设计院，拥有国内先进的制造加工和检测设备，同时拥有优秀的钢结构安装队伍。 

    2、木门业务经营模式 

  （1）采购模式 

  公司建立了严格的供应商管理制度，设立采购部负责原材料、辅料、外购半成品供应商的开发、选择和管理工作。公司在

初选供应商时，由采购部门会同公司招标部门、技术部门对供应商进行综合考评，根据公司制定的标准选择合格的供应商。 

  （2）生产模式 

 公司采用订单式、多品种、小批量定制生产和工程客户较大批量生产相结合的自行生产模式，生产车间根据销售中心和渠

道营销中心提供订单情况组织生产。 

  （3）销售模式 

 公司采用工程销售和零售相结合的销售方式。工程销售客户主要包括房产公司、装饰装修公司、部分工程客户等，部分客

户订单需提供安装服务、五金配件及墙板、地脚线等定制产品，公司成立了市场部由专人负责工程客户市场开拓；同时，公

司在合肥开设直营店，并辅之媒体广告投放，以提升客户对产品体验，扩大富煌木门品牌知名度。随着业务规模扩大，公司

将加强直营店、加盟店网络布局，提高协同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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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 年 2017 年 本年比上年增减 2016 年 

营业收入 3,531,671,824.16 2,812,928,014.13 25.55% 2,381,502,232.7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82,448,666.72 70,231,834.08 17.40% 50,379,095.1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78,213,161.57 66,785,087.97 17.11% 49,645,445.14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328,572,919.45 -653,831,426.37 增加 150.25% -546,394,598.50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25 0.21 19.05% 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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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25 0.20 25.00% 0.18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4.08% 3.57% 0.51% 4.39% 

 2018 年末 2017 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

减 
2016 年末 

资产总额 7,081,029,267.26 5,985,515,138.43 18.30% 5,417,270,509.1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2,058,351,401.23 1,984,342,656.79 3.73% 1,920,411,089.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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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84,514,809.49 747,447,300.79 878,326,717.02 1,221,382,996.8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0,353,511.90 32,698,532.04 19,902,470.37 19,494,152.4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9,994,837.48 32,094,479.30 19,782,781.23 16,341,063.56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29,028,652.09 134,440,385.05 33,768,182.14 289,393,004.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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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032 

年度报告披露日

前一个月末普通

股股东总数 

28,4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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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 质押 69,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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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4% 4,172,812 0   

何志坚 境内自然人 0.92% 3,104,500 0   

中粮信托有限责任公司－中粮信

托·通合 2 号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其他 0.43% 1,459,100 0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国有法人 0.38% 1,275,800 0   

于渭明 境内自然人 0.35% 1,195,00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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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社保基金五零一组合 其他 0.35% 1,167,3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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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年，公司整体呈现较快增长的发展态势，营业收入、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等较上年同期均有较大提高。报

告期内，公司累计实现营业收入353,167.18万元，较去年同期提高25.55%；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8,244.87万元，较

去年同期提高17.40%。公司营业收入及净利润增长主要原因系不断加强市场开拓力度，拓展新型市场，新签合同订单额持续

增加。另外，公司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为32,857.29万元，较上年同期增加150%，有效地提升了公司经营资金的周

转率。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增长的原因主要系公司不断完善业务订单结构，全力开拓新型业务市场，推动公司业务

规模的提升，并将货款回收作为日常工作常抓不懈。 

2018年，公司资产规模持续增加，其中总资产708,102.93万元，较上年同期增加18.30%，主要系公司自建项目建设及营

业利润增加。在业务不断发展的同时，公司加大了研发投入力度，报告期内公司研发投入11,716.66万元，较上年同期增加

17.65%。 

截至2018年12月31日,公司在建的工程项目合同总额为：1,075,376.38万元，其中已确认收入584,618.23万元(含税)，

尚余未完工工程量为490,758.14万元。  

2018年,公司充分发挥房屋建筑施工总承包特级资质优势，持续加强装配式建筑市场领域开拓，不断推进阜阳市颍泉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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棚户区改造抱龙安置区产业化工程（8.0727亿元，装配率72%）、阜阳职业技术学院新校区建设项目（8.835亿元，装配率50%）

两大工程建设，加快宁夏生态纺织产业园工程的货款回收工作。报告期内，公司承接了阜阳市颍东区和至佳苑、裕丰佳苑安

置区装配式建筑设计施工一体化项目工程一标段及二标段（7.9亿元，装配率不低于50%）、安徽奥克斯智能电气有限公司年

产800万套智能空调及配套产业园项目一期钢结构工程二标段、成都融捷锂业科技有限公司生产基地建设项目（一期工程）

建筑工程、浙江石油化工有限公司4000万吨/年炼化一体项目装置区钢结构制作、丝路经济带能源金融贸易区起步区一期项

目、杭州中芯晶圆半导体大硅片（200mm、300mm）项目、南京台积电12吋晶圆厂与设计服务中心一期项目、青岛博览城工程、

宁德新能源湖西产业园区码产业园工程、武汉高世代薄膜晶体管液晶显示部件（TFT-LCD）生产线项目等具有代表性工程项

目，进一步巩固了公司持续、快速发展的态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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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26,555,770.86 370,264,292.63 15.26% 24.88% 39.07% 1.56% 

钢结构土建 742,510,917.10 127,031,189.90 17.11% 25.52% 46.52% 2.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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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企业会计准则变化引起的会计政策变更 

1.本公司根据《财政部关于修订印发2018年度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通知》(财会〔2018〕15号)及其解读和企业会计

准则的要求编制2018年度财务报表，此项会计政策变更采用追溯调整法。2017年度财务报表受重要影响的报表项目和金额如

下： 

原列报报表项目及金额 新列报报表项目及金额 

应收账款 1,416,666,317.88   

应付票据 492,245,183.09 
应付票据及应付账款 1,310,094,027.87 

应付账款 817,848,844.78 

应付利息 3,697,073.52 
其他应付款 138,440,073.07 

应付股利 181,171.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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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应付款 134,561,827.72 

管理费用 105,002,700.15 
管理费用 87,601,318.19 

研发费用 17,401,381.96 

收到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政府补助[注] 4,245,049.00 收到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8,945,049.00 

收到其他与投资活动有关的现金-政府补助[注] 4,700,000.00 收到其他与投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注]：将实际收到的与资产相关的政府补助4,700,000.00元在现金流量表中的列报由“收到其他与投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调整为“收到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2.财政部于2017年度颁布了《企业会计准则解释第9号——关于权益法下投资净损失的会计处理》《企业会计准则解释第

10号——关于以使用固定资产产生的收入为基础的折旧方法》《企业会计准则解释第11号——关于以使用无形资产产生的收

入为基础的摊销方法》及《企业会计准则解释第12号——关于关键管理人员服务的提供方与接受方是否为关联方》。公司自

2018年1月1日起执行上述企业会计准则解释，执行上述解释对公司期初财务数据无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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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原因的合并范围增加 

公司名称 股权取得方式 股权取得时点 出资比例 

富煌百城 设立 2018.10.18 68.00 

富煌建工 设立 2018.02.02 100.00 

半岛酒店 设立 2018.10.08 100.00 

 

（4）对 2019 年 1-3 月经营业绩的预计 

□ 适用 √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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