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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743               证券简称：富煌钢构               公告编号：2022-011 

安徽富煌钢构股份有限公司202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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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有董事亲自出席了审议本次年报的董事会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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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

红利0.7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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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胡根 

办公地址 安徽省巢湖市黄麓镇富煌工业园 安徽省巢湖市黄麓镇富煌工业园 

传真 0551-88561316 0551-88561316 

电话 0551-65673182 0551-65673192 

电子信箱 yeq@fuhuang.com hugen@fuhuang.com 

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一）公司主要业务、产品及其用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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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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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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构设计、制造与安

装的骨干型企业。公司产品主要为重型钢结构、轻型钢结构和实木复合门等，主要用于大中型工业厂房、

高层级超高层建筑、会展中心、市政桥梁、住宅建筑等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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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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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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项目 2021年末 2020年末 
本年末比上

年末增减 
2019年末 

总资产 10,083,181,670.20 9,045,273,442.87 11.47% 7,678,994,231.0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3,052,168,079.09 2,913,727,384.34 4.75% 2,171,111,840.64 

项目 2021年 2020年 
本年比上年

增减 
2019年 

营业收入 5,737,485,934.12 4,074,415,980.63 40.82% 3,739,840,077.2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66,115,738.45 132,901,786.31 24.99% 90,279,867.9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156,600,145.60 124,647,053.99 25.63% 78,178,181.06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631,611,675.70 213,497,381.52 -395.84% 399,900,143.22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38 0.40 -5.00% 0.27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38 0.40 -5.00% 0.27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5.57% 5.97% -0.40% 4.31% 

（2）分季度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元 

项目 第一季度 第二季度 第三季度 第四季度 

营业收入 939,642,605.10 1,443,185,206.88 1,908,027,597.25 1,446,630,524.8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2,578,638.70 54,140,103.18 62,734,022.87 36,662,973.7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10,715,304.63 52,330,330.07 61,024,636.05 32,529,874.85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71,094,124.23 42,877,046.55 -404,160,408.22 765,81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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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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018 

年度报告披

露日前一个

月末普通股

股东总数 

23,7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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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记或冻结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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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3,796,3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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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62% 24,441,274    

孔庆国 境内自然人 1.61% 7,008,158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信达澳银优势价值混

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1.29% 5,629,100    

海创（上海）私募基金管

理有限公司－海创价值成

长精选壹号私募证券投资

基金 

其他 1.13% 4,931,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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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76% 3,302,700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东方红恒元五年定期

开放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

投资基金 

其他 0.63% 2,726,900    

中国工商银行 -融通内需

驱动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0.59% 2,587,700    

JPMORGAN CHASE 

BANK,NATIONAL 

ASSOCIATION 

境外法人 0.46% 2,010,008    

盖秀荣 境内自然人 0.45% 1,969,9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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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公司未知上述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知是否属于《上市

公司收购管理办法》中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明（如

有） 

公司股东孔庆国除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3,221,500股公司股票外，

还通过国元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

3,786,658股，实际合计持有7,008,158股公司股票； 

公司股东杭州乐信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乐信鑫汇二号私募证券投资

基金通过浙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

3,302,700股，实际合计持有3,302,700股公司股票； 

公司股东盖秀荣通过平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

账户持有1,969,900股，实际合计持有1,969,900股公司股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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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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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存续的债券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三、重要事项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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