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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743                               证券简称：富煌钢构                     公告编号：2020-070 号 

安徽富煌钢构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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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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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叶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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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eq@fuhuang.com fengjg@fuhuang.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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67,044,185.27 1,851,813,511.74 -15.3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50,984,424.01 55,288,821.92 -7.7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元） 
48,305,304.21 54,794,366.94 -11.84%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110,866,753.76 137,590,810.73 -19.42%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5 0.16 -6.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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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5 0.16 -6.25%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2.32% 2.68% -0.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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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744,191,613.44 7,678,994,231.05 0.8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2,204,574,624.02 2,171,111,840.64 1.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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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4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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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徽富煌建

设有限责任

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38.06% 128,000,000 0 质押 100,85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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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56% 28,793,774 0   

山东捷瑞物

流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2.40% 8,06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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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9% 5,335,783 0   

吕礼发 境内自然人 0.65% 2,199,400 0   

鲍劲松 境内自然人 0.56% 1,900,000 0   

广东德汇投

资管理有限

公司－德汇

尊享九号私

募证券投资

基金 

其他 0.49% 1,641,000 0   

付奕为 境内自然人 0.46% 1,544,800 0   

广东德汇投

资管理有限

公司－德汇

尊享一号私

募证券投资

基金 

境内自然人 0.46% 1,531,700 0   

广东德汇投

资管理有限

公司－德汇

精选证券投

其他 0.43% 1,444,80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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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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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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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年上半年，公司抢工期、抓进度，积极消除疫情影响，累计实现营业收入156,704.42万元，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5,098.44万元，总资产774,419.16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0.85%，归属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220,457.46万元，较上

年同期增长1.54%，基本每股收益提高至0.15元/股，公司各主要经营指标逐步向好。报告期内，公司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量净额为11,086.68万元；公司业务人员栉风沐雨，冒着被感染的风险深入疫区，在确保全公司零感染的情况下，圆满地完

成了各项货款回收任务；同时，公司持续推进降本增效举措，合理调整内部分支机构，有效优化决策程序，加大培训力度，

提升员工职业技能，合理利用产能，有效提升生产效率，整合资金收支通道，完善收支平衡机制，筹划2020年非公开发行股

票计划，丰富融资渠道，提高资金周转率，进一步保障公司发展良性循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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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公司自2020年1月1日起执行财政部修订后的《企业会计准则第14号——收入》(以下简称新收入准则)。根据相关新

旧准则衔接规定，对可比期间信息不予调整，首次执行日执行新准则的累积影响数追溯调整本报告期期初留存收益及财务报

表其他相关项目金额。 
执行新收入准则对公司2020年1月1日财务报表的主要影响如下： 

项  目 资产负债表 

2019年12月31日 新收入准则调整影响 2020年1月1日 

存货 2,363,295,812.91 -1,913,620,624.55 449,675,188.36 

合同资产  1,913,620,624.55 1,913,620,624.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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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收款项 104,373,199.69 -104,373,199.69  

合同负债  92,365,663.44 92,365,663.44 

其他流动负债 126,739,427.69 12,007,536.25 138,746,963.94 

   2.公司自2020年1月1日起执行财政部于2019年度颁布的《企业会计准则解释第13号》，该项会计政策变更采用未来适用法

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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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子公司名称 股权处置 

方式 

股权处置时点 

富煌城建 注销 2020年6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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