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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743                            证券简称：富煌钢构                         公告编号：2021-019 号 

安徽富煌钢构股份有限公司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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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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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35,268,478.00 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0.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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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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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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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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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立子公司富煌百城和富

煌建工从事装配式建筑部品部件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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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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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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司通过媒体广告投放，以提升客户对产品体验，扩大富煌木门品牌知名度，推进业务规模提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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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 

 2020 年 2019 年 本年比上年增减 2018 年 

营业收入 4,074,415,980.63 3,739,840,077.26 8.95% 3,531,671,824.1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32,901,786.31 90,279,867.97 47.21% 82,448,666.7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124,647,053.99 78,178,181.06 59.44% 78,213,161.57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13,497,381.52 399,900,143.22 -46.61% 328,572,919.45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40 0.27 48.15% 0.25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40 0.27 48.15% 0.25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5.97% 4.31% 1.66% 4.08% 

 2020 年末 2019 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

减 
2018 年末 



安徽富煌钢构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年度报告摘要 

3 

资产总额 9,045,273,442.87 7,678,994,231.05 17.79% 7,081,029,267.2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2,913,727,384.34 2,171,111,840.64 34.20% 2,058,351,401.23 

（2）分季度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元 

 第一季度 第二季度 第三季度 第四季度 

营业收入 544,079,629.74 1,022,964,555.53 1,364,002,629.36 1,143,369,166.0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 
1,234,195.60 49,750,228.41 49,532,976.41 32,384,385.8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

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937,388.85 49,242,693.06 47,677,128.06 28,664,621.72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

额 
-65,572,183.02 176,438,936.78 15,391,303.79 127,713,21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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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606 

年度报告披露

日前一个月末

普通股股东总

数 

20,3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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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22% 144,616,314 16,616,314 质押 69,85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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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62% 28,793,774 0   

共青城胜恒

投资管理有

限公司－胜

恒佳选新经

济私募股权

投资基金 

其他 3.54% 15,407,854 15,407,854   

鲁信创业投

资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

有法人 
1.04% 4,531,722 4,531,722   

中信建投证

券股份有限
国有法人 1.04% 4,531,722 4,531,7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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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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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93% 4,058,335 3,776,4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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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 0.90% 3,898,735 3,776,435   

朱先祥 
境内自然

人 
0.87% 3,800,435 3,776,435   

上海弋江投

资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

有法人 
0.87% 3,776,435 3,776,435   

广东德汇投

资管理有限

公司－德汇

尊享六号私

募证券投资

金 

其他 0.87% 3,776,435 3,776,435   

东吴基金－

东吴证券股

份有限公司

－东吴基金

浩瀚1号单一

资产管理计

划 

其他 0.87% 3,776,435 3,776,435   

杭州乐信投

资管理有限

公司－乐信

鑫汇二号私

募证券投资

基金 

其他 0.87% 3,776,435 3,776,4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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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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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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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年，面对新冠疫情蔓延、洪水肆虐、世界经济衰退、国际形势严峻等多重压力，公司坚持统筹常态化疫情防控、稳

步推进全面复工复产相统一的战略。2020年，疫情对公司生产经营、物流运输造成了一定的影响，从而导致公司一季度营收

等经营指标较同期相比有所降低。全面复产复工后，公司通过轮班制、优化施工组织等方式，有效提升产能利用率，逐步消

除疫情带来的影响，全力推进生产进度达到全年目标要求。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407,441.60万元，同比增长8.95%；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13,290.18万元，同比增

长47.21%；基本每股收益0.40元/股，同比增长48.15%；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291,372.74万元，同比增长34.20%。 

截止2020年12月31日，公司在在建的工程项目合同总额为：1,263,962.31万元，其中已确认收入604,701.78万元（含税），

尚余未完工工程量为659,260.52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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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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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造工程 
2,495,036,441.

61 
451,874,572.76 18.11% 0.96% -6.39% -1.42% 

钢结构销售 960,629,947.56 98,125,373.28 10.21% 11.29% 16.46% 0.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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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临退市情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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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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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应收账款 2,174,032,187.81 -90,105,315.81 2,083,926,87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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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合同资产  1,898,311,659.55 1,898,311,659.55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资

产 

371,105,703.22 20,343,041.94 391,448,745.16 

递延所得税资产 56,926,451.41 2,296,344.75 59,222,796.16 

其他非流动资产 67,684,291.98 69,762,273.87 137,446,565.85 

预收款项 104,373,199.69 -104,373,199.69  

合同负债  92,972,116.16 92,972,116.16 

其他流动负债 126,739,427.69 11,401,083.53 138,140,511.22 

盈余公积 66,528,068.59 -1,281,823.74 65,246,244.85 

未分配利润 562,357,423.64 -11,672,481.65 550,684,941.99 

少数股东权益 38,677,658.73 -58,314.86 38,619,343.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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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徽富煌钢构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年度报告摘要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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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合并范围减少 

公司名称 股权处置方式 股权处置时点 处置日净资产 期初至处置日 

净利润 

富煌城建 注销 2020.7.1 -1,287,696.84 78,735.12 

沈阳富煌 注销 2020.10.28 9,972,791.86 996,155.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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