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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541                               证券简称：鸿路钢构                     公告编号：2020-081 

安徽鸿路钢结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一、重要提示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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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定媒体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文。 

除下列董事外，其他董事亲自出席了审议本次半年报的董事会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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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鸿路钢构 股票代码 0025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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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汪国胜 吕庆荣 

办公地址 合肥市双凤工业区 合肥市双凤工业区 

电话 0551-66391405 0551-66391405 

电子信箱 wangguosheng0731@163.com luqinrong0301@163.com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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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

减 

营业收入（元） 5,010,535,647.78 4,778,975,208.36 4.8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189,114,564.33 169,619,647.87 11.4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元） 
151,962,106.54 117,730,048.16 29.08%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162,766,000.45 423,231,050.85 -61.54%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3611 0.3239 11.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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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3611 0.3239 11.49%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3.77% 3.77% 0.00%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

增减 

总资产（元） 13,494,358,851.34 12,752,502,108.24 5.8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5,043,340,370.90 4,938,020,823.05 2.13%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13,524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

先股股东总数（如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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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商晓波 境内自然人 37.46% 
196,205,97

2 
147,154,479 质押 63,900,000 

邓烨芳 境内自然人 10.95% 57,367,200  质押 26,000,000 

中国光大银

行股份有限

公司－国投

瑞银创新动

力混合型证

券投资基金 

其他 1.47% 7,724,681    

交通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

－富国天益

价值混合型

证券投资基

金 

其他 1.07% 5,609,218    

邓滨锋 境内自然人 1.03% 5,400,000    

商晓飞 境内自然人 1.03% 5,400,000    

中央汇金资

产管理有限

责任公司 

国家 0.98% 5,145,300    

泰康人寿保

险有限责任

公司－分红

－个人分红

-019L-FH002

深 

其他 0.95% 4,950,718    

商晓红 境内自然人 0.84% 4,408,500 3,624,900   

长盛创富资

管－宁波银

行－长盛创

富－盛鸿1号

特定资产管

理计划 

其他 0.74% 3,879,15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

动的说明 

公司前十名股东中，商晓波、邓烨芳夫妇为本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邓滨锋为本公

司控股股东邓烨芳的弟弟；股东商晓飞、商晓红为本公司控股股东商晓波的姐姐；长盛

创富资管－宁波银行－长盛创富－盛鸿 1 号特定资产管理计划是公司控股股东商晓波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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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邓烨芳女士,董事万胜平先生通过长盛创富—盛鸿 1 号定向资产管理计划增持了公司

部分股份。前述股东与其他股东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未知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属于一致

行动人。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

说明（如有） 
不适用 

4、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控股股东报告期内变更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控股股东未发生变更。 

实际控制人报告期内变更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更。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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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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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在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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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总体经营情况 

2020年上半年，公司营业总收入较上年同期增长4.85%、营业利润较上年同期增长64.37%、利润总额较上年同期增长

27.19%、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较上年同期增长11.49%。公司营业收入增长的主要原因是报告期内新建生产基地产能

逐步释放以及生产效率的提高，已经基本消除了疫情给公司带来的不利影响；营业利润及净利润增长的主要原因是营业收入

的增长及管理效率的提高。 

2020年上半年新签合同总共约为76.25亿元，较2019年同期增长9.55%。其中工程订单为0.73亿元，材料订单为75.52亿

元。 

2020年上半年，在董事会的带领下，为尽快消除疫情对公司生产经营带来的不利影响，促进企业稳健发展，积累沉淀后

续发展动力，公司采取了一系列针对性经营措施及技术上研发创新。具体措施如下： 

   (1)履行社会责任 

疫情期间，公司积极响应国家号召，在做好企业自身防疫工作的同时，参与了“雷神山”“火神山”的建设，并积极向

疫区捐款捐物，共计捐款403.20万元，口罩等抗疫物资一大批，切实履行一个企业的社会责任。 

(2)做好复工复产工作,减少疫情带来的不利影响 

疫情期间根据国家及地方政府的指令积极做好复工复产的相关准备，包括生产人员、防疫物资、疫情管控等，确保各个

生产基地都是当地第一批复工复产的企业，努力减少停产给公司带来的不良影响，报告期内产量达到95.25万吨，比上年同

期增加16.22%。从二季度的财务数据可以看出，疫情给公司带来的不利影响已经消除，营业收入及盈利能力要好于预期。 

（3）加大研发投入，通过生产线的智能化改造提高公司产品质量及成本竞争能力 

今年来公司继续加大了对研发的投入，报告期研发投入7,927.13万元，引进焊接机器人、喷涂机器人、自动翻转机、全

自动双弧双丝埋弧焊生产线、全自动剪切配送生产线、镀锌生产线等设备及相关工艺技术，加快了对钢结构生产线的智能化

改造，并成功研发了国内领先的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全自动方管柱生产线、十字柱生产线等智能制造设备。 

公司将投入更多的自动化生产设备，引进更为先进的智能化机器装备，促进公司不断提升智能制造水平、优化生产工艺

技术，进一步提高工厂的生产效率、降低生产成本，从而增强公司的核心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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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进一步提升公司的管控能力 

公司对所有生产基地都实行了重度垂直的管理体系，通过完善各部门制度、流程以及信息化建设，提高公司对各基地的

深度管控能力，能更好地发挥集团技术、商务营销、招标采购、生产及工程管理等能力。 

(二)、2020年上半年公司重要经营管理事项回顾 

1、报告期内公司钢结构产量达到95.25万吨，比上年同期增加16.22%。承接了新江湾城F区F1-D地块商办项目、***超级

工厂项目、昌南新区陶瓷产业孵化、加速基地一期项目、南京金茂广场二期钢结构广场项目等重大工程的制作任务。 

2、积极回馈股东，维护广大投资者利益，树立良好形象：为回报股东，与所有股东分享公司的经营成果，以公司现有

总股本523,718,853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人民币1.60元(含税)，共计派发现金人民币83,795,016.48元。（详

见公告编号：2020-063） 

4、报告期内，新设立了安徽鸿路重工有限公司、涡阳县鸿基物流有限公司、合肥鸿路工程管理有限公司全资子公司。 

5、报告期内，公司与安徽省金寨县人民政再次签订了《重型钢构生产基地项目》投资协议书。（详见公告编号：2020-046）。 

6、报告期内，公司与重庆市南川区人民政府再次签订了《绿色建筑产业园三期项目》投资协议书。（详见公告编号：

2020-067）。投资完成后重庆基地将成为公司的大型生产基地之一，为公司在中西部的业务拓展打下良好的基础。 

   7、报告期内，公司2020年6月10日召开的第五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全资子公司拟公开挂牌出售资产的议

案》，全资子公司涡阳县鸿纬翔宇新型建材科技有限公司拟对其持 有的涡阳县光机电集聚区项目以该资产的账面净值

24,102.58万元（含税）为起拍价，通过涡阳县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平台以挂牌方式整体出让，2020年6月30日与涡阳县道信资

产管理有限公司签订《房屋买卖合同》。（具体详见公告编号：2020-069） 

  8、报告期内，公司2020年6月23日召开的第五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全资子公司拟公开挂牌出售资产的议案》，

全资子公司涡阳县鸿纬翔宇新型建材科技有限公司拟对其持有的涡阳县工业邻里中心项目以该资产的账面净值61,229.91万

元（含税）为起拍价，通过涡阳县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平台以挂牌方式整体出让。2020年7月16日与涡阳县道信资产管理有限

公司签订《房屋买卖合同》。（具体详见公告编号：2020-074） 

9、报告期内，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四十六次会议和公司2020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通过《关于公司符合公开发行A股可转

换公司债券条件的议案》，公司本次公开发行可转债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人民币188,800.00万元（含188,800.00万元）,目前

处于反馈回复阶段，发行完成后可以为公司发展提供重要的资金保障。 

10、报告期内，获得各类知识产权授权47项，其中发明专利2项，实用新型专利45项，充分肯定了公司在技术研发方面所

做的工作，提高了公司的品牌形象，也为公司持续快速健康发展提供了有力的保证。 

 

2、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1）与上一会计期间财务报告相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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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具体情况详见2020年半年度报告中“第十一节财务报告”的"五、重要会计政策及会计估计”的“44、重要会计政策及

会计估计变更”相关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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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上一会计期间财务报告相比，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报告期内，新设立了合肥鸿路工程管理有限公司、安徽鸿路重工有限公司、涡阳县鸿基物流有限公司全资子公司三家纳

入合并范围内。其他合并范围未发生变化。 

 

 

 

                                               安徽鸿路钢结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二〇年七月三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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