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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岛汇金通电力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年度报告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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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天运会计师事务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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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拟定的 2017年度的利润分配预案：以总股本 17,502万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按照每 10

股派发现金股利 0.82元（含税），共分配现金股利 14,351,640元(含税)，剩余未分配利润滚存至

下一年。该预案尚需提交 2017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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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汇金通 603577 -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梁庭波 朱芳莹 

办公地址 青岛胶州市铺集镇东部工业区 青岛胶州市铺集镇东部工业区 

电话 0532-85230666 0532-85230666 

电子信箱 hjt@hjttower.com hjt@hjttower.com 

 

2 报告期公司主要业务简介 

（一）主要业务 

公司的主要业务为输电线路角钢塔、钢管塔、变电站构架等电力输送设备的研发、生产和销

售，具有国内最高电压等级 750kV 输电线路铁塔生产许可证以及国家电网公司特高压铁塔产品供

应资质。 

1、角钢塔：主要由角钢件构成的铁塔，各构件之间通过螺栓连接，需按用途及受力计算选择

角钢规格尺寸，广泛应用于电力及通信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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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钢管塔：由单管或多管组装而成的铁塔，通过法兰和螺栓连接，需按受力计算选择钢管的

规格尺寸，钢管可以为无缝管，也可以用钢板加工成有缝管，广泛应用于电力、广电及通信领域

（单管由板材折弯焊接而成，多管由单管组装而成）。 

 

   

 

3、变电站构架：变电站是电力系统中变换电压、接受和分配电能、控制电力的流向和调整电

压的电力设施，它通过其变压器将各级电压的电网联系起来。在电力系统中，变电站是输电和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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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的集结点。因此，变电站整体构架的性能直接影响到变电站工作效率。变电站构架主要有角钢、

钢管、钢板等钢材组成,构件之间通过焊接或者螺栓连接，构架连接节点比较复杂，一般采用柱头

形式或者法兰形式，要求外观美观，广泛应用于变电站内各种设备和导线之间的支撑功能。 

 

 
  

(二)经营模式 

1、公司主要产品均属于非标准产品，必须根据电力设计院或客户提供的相应设计图纸进行加

工，产品具有相当的专业性、复杂性和独立性，所以公司实行 “以销定产”的经营模式。即公司

与客户签订产品销售合同后，根据合同制定生产指标及合理的采购计划、生产计划， 有序、高效

的组织生产运营。 

2、报告期，公司业绩的主要来源为电力输送设备，其利润源于电力输送设备的产销及成本和

其他管理成本的控制。业绩驱动因素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 

市场开拓方面：在产能保障的前提下，稳定国内市场份额，积极开拓海外市场。充分参与国

际市场业务，与中兴、华为及其他央企等企业合作，积累国际市场业务经验。 

工艺技术方面：充分与中国电力科学院、山东电力设计院等行业权威部门就产品的设计、工

艺进行沟通、交流，聘请 SGS(Societe Generale de Surveillance S.A.)为公司的海外业务提供独立第三

方质量控制和技术鉴定服务，改进了工艺流程，提升了产品的质量。 

生产组织方面：合理安排生产计划，按照合同工期、原材料供应情况，编制日计划、周计划、

月计划，实现对生产进程的精准控制，合理保证了合同工期，提高了生产效率。 

节能降耗方面：对各生产单位日常消耗进行严密监控，合理调配原材料付款计划，有效降低

了产品成本。 

3、报告期内，公司的主要业务、主要产品及其用途、经营模式、主要的业绩驱动因素等并未

发生重大变化。 

（三）行业情况说明 

1、行业前景 

2017年是实施“十三五”规划的重要一年，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深化之年。随着国民经济

进入新常态，电力行业作为关系国计民生的基础产业迅速发展，推动了输电线路铁塔行业的快速

发展，国内市场需求旺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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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明确指出了设施联通是“一带一路”建设的基础，要

抓住新一轮能源结构调整和能源技术变革趋势，建设全球能源互联网，实现绿色低碳发展，为电

力行业落实“一带一路”建设指明了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电力等能源

存在明显的供应缺口，“一带一路”国家的能源电力工程投资、设计以及施工存在巨大潜力。随

着“一带一路”建设的逐步推进，全方位、多领域的电力对外开放格局更加明晰，电力产业国际

化将成为一种趋势，国际市场前景广阔。 

2、行业周期性特点 

铁塔行业的发展与电力工业发展密切相关，铁塔产品的需求主要受电网建设投资的影响。“十

二五”及“十三五”期间我国电网投资保持稳定增长，因此输电线路铁塔行业不具有明显的周期

特征。 

3、公司的行业地位 

目前国内电力输送设备制造行业生产技术及规模较为成熟稳定，属充分竞争性行业。本公司

起步较晚，生产规模属中小型企业，但凭借现代化的管理，先进的技术装备，灵活的市场开拓战

略，取得了较快的发展；公司重视产品质量与售后服务，在市场中具有重要竞争地位。报告期内，

由于受公司产能、营运资金限制及海外业务扩展需要，公司主要参与了国家电网、内蒙古电网输

电线路铁塔集中批次的招标，报告期内，国家电网招标量为 872,765.37 吨，公司中标量为

24,548.92吨，公司市场排名第 29位；内蒙古电网招标量为 72,883.23吨，公司中标量为 12,547.25

吨，公司市场排名第 1 位。（数据来源：根据国家电网公司、内蒙古电网公开信息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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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年 2016年 
本年比上年 

增减(%) 
2015年 

总资产 1,595,643,949.11 1,477,499,210.71 8.00 862,403,405.86 

营业收入 802,707,278.99 652,287,756.12 23.06 552,819,604.55 

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净利润 
47,699,173.64 63,401,949.25 -24.77 56,778,268.56 

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

润 

42,321,253.61 62,215,182.89 -31.98 56,371,012.98 

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净资产 
867,235,837.74 838,788,524.45 3.39 474,838,164.64 

经营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量净额 
-281,883,358.05 -55,390,521.78 不适用 14,772,230.73 

基本每股收益（

元／股） 
0.2725 0.4831 -43.59 0.4326 

稀释每股收益（

元／股） 
0.2725 0.4831 -43.59 0.4326 

加权平均净资产

收益率（%） 
5.58 12.51 

减少6.93个百分

点 
12.72 

 

3.2 报告期分季度的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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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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5,609,656.16 200,208,787.15 196,581,921.74 240,306,913.94 

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净利润 
9,392,354.22 12,091,151.08 14,793,821.27 11,421,847.07 

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后的净

利润 

8,438,074.16 11,730,587.90 14,454,766.04 7,697,825.51                        

经营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量净额 
-319,405,249.53 -24,990,022.12 -11,662,841.21 74,174,754.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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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179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末的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17,6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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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艳华                                                                                         0 49,170,000 28.09 49,170,000 质押 14,851,000 境内自然人 

刘锋 0 38,402,169 21.94 38,402,169 质押 32,340,000 境内自然人 

吉林省现代农

业和新兴产业

投资基金有限

公司    

0 8,964,375 5.12 0 无  
境内非国有

法人 

天津市合信股

权投资基金合

伙企业（有限合

伙）                                                                                         

0 6,047,400 3.46 0 无  其他 

苏州新麟二期

创业投资企业

（有限合伙）      

0 5,965,875 3.41 0 无  其他 

路遥     0 5,147,400 2.94 5,147,400 无  境内自然人 

深圳唯瀚成长 0 4,893,900 2.80 0 无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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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权投资基金

合伙企业（有限

合伙）    

刘雪香       0 1,575,000 0.9 1,575,000 无  境内自然人 

刘雪芳     0 1,485,000 0.85 1,485,000 无  境内自然人 

梁庭波     0 900,000 0.51 0 无  境内自然人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

致行动的说明 

上述股东中，刘锋与刘艳华系夫妻关系，刘雪香、刘雪芳系刘锋姐姐，

路遥系刘锋儿媳。除此之外，未知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

也未知其他股东是否属于《上市公司股东持股变动信息披露管理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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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的说明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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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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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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止报告期末，公司总资产 159,564.39 万元，较上年增加 8%；实现归属于母公司股东所有

者权益 86,723.58 万元，较上年增加 3.39%；实现营业收入 80,270.73 万元，较上年同期增加

23.06%；本年度,公司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4,769.92万元，比上年同期减少 24.77%。   

2017年度，公司共生产角钢塔 131,044.96吨,同比增加 30.83%；钢管塔 32,013.69 吨,同比

减少 0.71%；其他钢结构 8,477.24吨,同比增加了 61.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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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会计政策变更详见与本报告同日披露的《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公告》： 

1、公司自 2017年 5 月 28日起执行财政部制定的《企业会计准则第 42 号—持有待售的非流

动资产、处置组和终止经营》，此项会计政策变更采用未来适用法处理。该项会计政策变更对本期

财务报表无影响。 

2、公司自 2017年 6月 12日起执行财政部修订的《企业会计准则第 16号—政府补助》，对于

2017 年 1 月 1 日存在的政府补助，采用未来适用法处理；对于 2017 年 1 月 1 日至施行日新增的

政府补助，按照修订后的准则进行调整。该项会计政策变更，对报告期内财务报表项目及金额影

响如下： 

会计政策变更的内容和原因 受重要影响的报表项目名称和金额 

与公司日常经营相关的政府补助，按照经济业务实

质，计入其他收益或冲减相关成本费用。 

本年：营业外收入减少 166,666.68 元，其他

收益增加 166,666.68元。 

3、财政部于 2017 年度发布了《财政部关于修订印发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通知》(财会

〔2017〕30号)，对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进行了修订，适用于 2017年度及以后期间的财务报表。

该项会计政策变更，对报告期内财务报表项目及金额影响如下：  

会计政策变更的内容和原因 受重要影响的报表项目名称和金额 

在利润表中分别列示“持续经营净利润”和“终止

经营净利润”。比较数据相应调整。 

本年：持续经营净利润 47,583,438.43 元，

终止经营净利润 0.00元。 

上年：持续经营净利润 63,401,949.25 元，

终止经营净利润 0.00元。 

在利润表中新增“资产处置收益”项目，将部分原

列示为“营业外收入”及“营业外支出”的资产处

置损益重分类至“资产处置收益”项目。比较数据

本年：营业外收入减少 74,139.18 元，营业

外支出减少 14,433.60 元，资产处置收益增

加 59,705.58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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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计政策变更的内容和原因 受重要影响的报表项目名称和金额 

相应调整。 上年：营业外支出减少 132,238.01 元，资产

处置收益减少 132,238.01元。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仅对公司财务报表项目列示产生影响，对公司当期损益、总资产和净资产

不产生影响，资产处置收益科目对 2016 年度进行了追溯调整，但不涉及 2016 年度损益和资产的

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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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年 12月 31日，本公司合并财务报表范围子公司如下： 

子公司名称 主要经营地 注册地 业务性质 
持股比例(%) 取得 

方式 直接 间接 

青岛华电海洋装备

有限公司 
胶州 胶州 工业企业 100  设立 

青岛强固标准件有

限公司 
胶州 胶州 工业企业 100  企业合并 

烟台金汇机械设备

有限公司 
海阳 海阳 工业企业 59.95  企业合并 

HJT Steel 

Tower(Australia) 

Pty Ltd 

澳大利亚 澳大利亚 工业企业 60  设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