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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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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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计派发现金红利 16,878,368.00 元。本次权益分派实施方案尚需经公司股

东大会审议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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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彭家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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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ongmi@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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主要为客户提供智能物料搬运解决方案，主营产品为欧式起重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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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级改造服务和零部件提

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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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经营模式 

公司欧式起重机和电动葫芦产品采取订单式的生产模式，根据实际的订单情况安排采购和生



产。起重机产品多数为非标产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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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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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的工程机械部件产品，其客户一般会向公司发送未来十二个月的产品需求预测，公司据

此安排采购和生产。 

（三）行业情况说明 

1、桥门式起重机行业 

欧式起重机属于中高端起重机。随着国内经济高质量发展和制造业的转型升级，国内起重机

用户的需求不断从传统起重机转向欧式起重机，其头部公司市场占有率提升，经济效益更优。公

司聚焦欧式起重机市场，以“法兰泰克”、“诺威”等品牌为基础，引领国内起重机市场向智能化、

轻量化、环保节能的方向转变。 

2、工程机械行业 

2018 年工程机械行业景气度较高，根据中国工程机械工业协会的挖掘机分会的行业统计数

据，2018 年全国挖掘机销量超过 20 万台，创历史新高。国际上，卡特彼勒 2018 年销售收入也同

比增长 20%。受益于下游客户的持续增长，公司工程机械业务继续保持强劲增长态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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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年 2017年 

本年比上年

增减(%) 
2016年 

总资产 1,839,664,471.68 1,144,079,037.24 60.80 774,153,048.45 

营业收入 763,731,766.50 636,607,711.16 19.97 541,237,074.5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利润 

65,926,685.84 63,819,192.33 3.30 56,938,704.9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的净利润 

59,758,905.83 55,003,366.81 8.65 51,757,751.5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资产 

882,673,843.29 821,617,721.48 7.43 515,884,057.29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净额 

110,829,044.55 36,421,899.35 204.29 30,673,084.73 

基本每股收益（元／

股） 

0.32 0.31 3.23 0.36 

稀释每股收益（元／

股） 

0.31 0.31 0 0.36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

率（%） 

7.75 8.24 减少0.49个

百分点 

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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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8,247,789.42 206,952,976.16 189,409,265.45 249,121,735.4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 
2,000,581.10 24,713,622.96 20,815,783.00 18,396,698.7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

净利润 

1,532,118.60 22,058,069.12 20,194,383.96 15,974,334.15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量净额 
-25,568,963.97 23,353,683.79 59,618,466.36 53,425,858.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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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779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末的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14,9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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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244,072 48,724,312 23.09 48,724,312 质押 11,973

,000 

境内自然人 

陶峰华 8,861,976 38,401,896 18.20 38,401,896 无   境内自然人 

上海志享投资

管理有限公司 

6,434,928 27,884,688 13.22 27,884,688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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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59,572 12,759,612 6.05   无   境内非国有

法人 

张玲珑 720,000 3,120,000 1.48   无   境内自然人 

蔡芳钻 720,000 3,120,000 1.48   无   境内自然人 

沈菊林 258,000 2,418,000 1.15   无   境内自然人 



范晓君 1,831,800 1,831,800 0.87   无   境内自然人 

黄继承 369,013 1,569,013 0.74   无   境内自然人 

张忠良 360,000 1,560,000 0.74   无   境内自然人 

希望金汇投资

管理有限公司 

360,000 1,560,000 0.74   无   境内非国有

法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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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09%、

18.20%的股份，同时通过上海志享持有公司 13.22%的股份。金红

萍、陶峰华二人共同直接、间接持有公司 54.51%的股份，是公司

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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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6,373.18万元，同比增长 19.97%；营业成本 56,848.95万元，

同比上升 19.04%。全年销售费用 5,011.32万元，同比上升 29.90%；管理费用 4,177.93万元，同

比上升 49.97%；财务费用-869.21万元，同比下降 4248.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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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计政策变更的内容和原因 审批程序 备注(受重要影响的报表项目名称和金额) 

（1）资产负债表中“应收票据”和“应收

账款”合并列示为“应收票据及应收账

款”；“应付票据”和“应付账款”合并列示

为“应付票据及应付账款”；“应收利息”

和“应收股利”并入“其他应收款”列示；

“应付利息”和“应付股利”并入“其他应付

款”列示；“固定资产清理”并入“固定资

产”列示；“工程物资”并入“在建工程”列

示；“专项应付款”并入“长期应付款”列

示。比较数据相应调整。 

法律、行政

法规或国家

统一的会计

制度等要求

变更 

“应收票据”和“应收账款”合并列示为“应

收 票 据 及 应 收 账 款 ” ， 本 期 金 额

394,082,096.26 元 ， 上 期 金 额

293,630,098.02 元；“应付票据”和“应付账

款”合并列示为“应付票据及应付账款”，

本期金额 204,419,310.36 元，上期金额

139,152,489.38 元；调增“其他应收款”本

期 金 额 456,725.00 元 ， 上 期 金 额

1,201,511.67 元；调增“其他应付款”本期

金额 290,126.53 元，上期金额 0.00 元； 

（2）在利润表中新增“研发费用”项目，

将原“管理费用”中的研发费用重分类至

“研发费用”单独列示；在利润表中财务

费用项下新增“其中：利息费用”和“利息

收入”项目。比较数据相应调整。 

法律、行政

法规或国家

统一的会计

制度等要求

变更 

调减“管理费用”本期金额 26,498,845.74

元，上期金额 14,941,496.40 元，重分类

至“研发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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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止，本公司合并财务报表范围内子公司如下： 

子公司名称 

诺威起重设备（苏州）有限公司 

苏州一桥传动设备有限公司 

法兰泰克起重设备（深圳）有限公司 

法兰泰克（苏州）智能装备有限公司 

法兰泰克（天津）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EUROCRANE INTERNATIONAL LIMITED. 

EUROCRANE（SINGAPORE）HOLDING PTE.LTD. 

法兰泰克（苏州）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浙江金锋投资有限公司 

浙江亿晨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法兰泰克(苏州)工程设备有限公司 

Eurocrane Austria Holding Gmbh 

Ruth Voith HoldingGesellschaft m.b.H.  

Ruth Voith, Beteiligungsgesellschaft m.b.H. 

Voith-Werke Ing.A.Fritz Voith Gesellschaft m.b.H. & Co.KG.,  

EUROCRANE INTERNATIONAL LIMITED.中文名为法兰泰克国际有限公司；EUROCRANE（SINGAPORE）

HOLDING PTE.LTD.中文名为法兰泰克（新加坡）控股有限公司； 

Eurocrane Austria Holding Gmbh中文名为法兰泰克奥地利控股公司。 

本期合并财务报表范围及其变化情况详见本附注“八、合并范围的变更”和“九、在其他主体中

的权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