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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541                证券简称：鸿路钢构                         公告编号：2021-075 

 

安徽鸿路钢结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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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财务数据和财务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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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164,927,377.32 5,010,535,647.78 62.9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501,122,712.11 189,114,564.33 164.9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元） 
396,417,771.36 151,962,106.54 160.87%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596,672,233.86 162,766,000.45 -466.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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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9569 0.3611 165.00%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9260 0.3611 156.44%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8.10% 3.77% 4.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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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241,269,379.38 16,207,311,756.83 0.2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6,409,046,161.14 5,977,977,175.92 7.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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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2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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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记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商晓波 境内自然人 37.37% 
196,205,97

2 
147,154,479   

邓烨芳 境内自然人 10.92% 57,367,200  质押 19,000,000 

香港中央结

算有限公司 
境外法人 5.70% 29,909,854    

中国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

－嘉实价值

精选股票型

证券投资基

金 

其他 1.24% 6,499,914    

商晓飞 境内自然人 1.03% 5,400,500    

邓滨锋 境内自然人 1.03% 5,400,000    

中国工商银

行股份有限

公司－海富

通改革驱动

灵活配置混

合型证券投

资基金 

其他 1.02% 5,350,286    

高华－汇丰

－GOLDMAN, 

SACHS & 

CO.LLC 

境外法人 0.91% 4,799,605    

招商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

－嘉实价值

长青混合型

证券投资基

金 

其他 0.87% 4,582,650    

泰康人寿保

险有限责任

公司－分红

－个人分红

-019L-FH002

其他 0.85% 4,472,6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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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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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东商晓飞为本公司控股股东商晓波的姐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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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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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半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存续的债券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1）债券基本信息 

债券名称 债券简称 债券代码 发行日 到期日 债券余额（万元） 利率 

安徽鸿路

钢结构（集

团）股份有

限公司公 

开发行可

转换公司

债券 

鸿路转债 128134 
2020 年 10 月 09

日 

2026 年 10 月 08

日 
181,965.52 

本次发行的可

转债票面利率

第一年为

0.30%、第二年

为 0.50%、第

三年为1.00%、

第四年为

1.50%、第五年

为 1.80%、第

六年为2.00%。 

（2）截至报告期末的财务指标 

单位：万元 

项目 本报告期末 上年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末增减 

流动比率 173.00% 114.00% 59.00% 

资产负债率 60.54% 62.63% -2.09% 

速动比率 72.00% 50.00% 22.00% 

息税折旧摊销前利润 91,343.33 44,593.11 104.84%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EBITDA 全部债务比 9.29% 5.48% 3.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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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息保障倍数 8.51 7.69 10.66% 

现金利息保障倍数 -4.99 7.08 -170.48% 

EBITDA 利息保障倍数 10.62 11.41 -6.92% 

贷款偿还率 100.00% 100.00% 0.00% 

利息偿付率 100.00% 100.00% 0.00% 

 

三、重要事项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816,492.74万元，同比增长62.96%，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50,112.27万元，同

比增长164.9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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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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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期内，公司新签合同总共约105.3亿元,较2020年同期增长38.09%，全部为材料订单。2021年上半年钢结构产品产量

约154.77万吨，较2020年同期增长62.49%。主要因为本报告期内新产能逐步释放以及已有产能生产效率的提高。 

2021 年半年度公司其他重大事项如下： 

（一）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事项：  

1、2020年4月17日，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四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公开发行A股可转换公司债券方案的议案》等

相关议案，公司拟公开发行总额不超过人民币188,800.00万元（含188,800.00万元万元）A股可转换公司债券。  

2、2020年5月6日，公司2020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公开发行A股可转换公司债券方案的议案》等相关

议案。  

3、2020年5月13日，公司收到中国证监会出具的《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申请受理单》（受理序号：201044），公司公开发行A

股可转换公司债券申请获得中国证监会受理。  

4、2020年8月17日，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申请获得中国证监会发行审核委员会审核通过。  

5、2020年8月28日，公司收到中国证监会出具的《关于核准安徽鸿路钢结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

的批复》（证监许可【2020】1983号），核准公司向社会公开发行面值总额188,000万元可转换公司债券，期限6年. 

6、2020年10月30日，公司披露了《公开发行A股可转换公司债券上市公告书》，可转换公司债券于2020 年11月2日上市。 

7、2021年4月13日，公司披露了《关于“鸿路转债”开始转股的提示性公告 》，本次可转债转股期自可转债发行结束之日（2020

年10月15日）满六个月后的第一个交易日（2021年4月15日）起至债券到期日（2026年10月8日，如遇节假日，向后顺延）止。 

8、2021年6月2日，公司披露了《关于“鸿路转债”转股价格调整的公告》，根据可转换公司债券转股价格调整的相关条款，

“鸿路转债”的转股价格将作相应调整，调整前“鸿路转债”转股价格为43.74元/股，调整后转股价格为 43.51元/股。调

整后的转股价格自2021年6月9日（除权除息日）起生效。 

（二）关于单项计提应收款项相关事宜的进展情况： 

公司于2020年6月10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单项计提应收款项坏账准备的议案》，公司

工程类业务客户江苏宝通镍业有限公司已被江苏省连云港市连云区人民法院裁定受理破产清算申请。截止2020年5月31日，

公司对宝通公司的债权人应收账款原值为12,966.97万元，已计提坏账准备9,513.47万元，未计提3,453.50万元。因江苏宝

通的破产清算结果未定，公司对上述应收款项的回收存在较大不确定性，出于谨慎性原则考虑，2020年已对宝通公司应收账

款进行单项认定，公司已将剩余未计提的3,453.50万元进行全额计提坏账准备。 

目前破产清算程序工作正在有序进行中，公司将密切关注宝通公司清算进展情况，积极维护公司权益。经管理人认定该

债权公司享有建设工程优先受偿权，最终以法院裁定确认的为准。 

（三）关于公司转让投资股权的事宜： 

    公司于2021年6月21日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公司投资转让股权的议案》，合肥科技农村商业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系公司股权投资公司，截止2020年12月31日公司持有合肥科技农商行1,799,578股，占合肥科技农商行总股份

0.099957%，该投资账面金额为100万元，公司决定向方爱东（中国居民）转让其持有的合肥科技农商行全部股权，股权转让

价格以容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2020年12月31日合肥科技农商行审计报告每股净资产4.31元为转让价格，

协议股权转让总价为775.62万元人民币。转让成功后可以为公司带来775.62万元的转让价款，同时可获得675.62万元的转让

收益，对本期财务状况产生比较积极的影响。 

(四)关于公司签订投资协议事宜: 

报告期内，公司与重庆市南川区人民政府签订了《绿色建筑产业园三期项目》投资补充协议书。（详见公司公告，公告

编号：2021-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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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〇二一年八月二十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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