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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州长征天成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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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瑞华会计师事务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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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于公司 2016年度合并报表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负，根据《公司章程》有关规定，公

司拟不进行利润分配，亦不进行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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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成控股 600112 长征电气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陈磊 戚莉丽 

办公地址 贵州省遵义市武汉路长征电气工业园 贵州省遵义市武汉路长征

电气工业园 

电话 0851-28620788 0851-28620788 

电子信箱 chenlei201401@yeah.net lillian311@163.com 

 



2 报告期公司主要业务简介 

（一）主要业务 

天成控股主营业务包括电气设备制造、金融及矿产资源开发三大业务。 

（二）经营模式 

1、电气设备制造业务 

电气设备制造是公司的传统经营业务，公司是全国最大的变压器有载分接开关生产基地之一,在电

气设备市场中具有良好的品牌。电气产品根据电压等级不同分为高压电气产品和中压电气产品，

高压电气产品主要为油浸式有载分接开关、无励磁分接开关；中压电气产品主要包括固封式真空

断路器、SF6 气体绝缘环网柜、固体绝缘环网柜等。 

（1）销售模式 

高压电气产品主要为国内外大型工业及电力变压器配套，其直接用户是各类变压器厂商，销售模

式主要以直销为主，主要通过投标方式获取订单，经销商模式占比很小。公司平均各省设有一到

三名业务员，由各业务员负责当地市场的开拓、销售信息的收集、当地客户的服务等营销工作，

内勤人员负责公司订单、合同处理等。销售模式更加扁平化、直接化。中压电气产品主要用于城

市、农村配电网改造，采取直接销售、经销商代理销售模式及 OEM 贴牌合作等多种销售模式。 

（2）采购模式 

公司所有大宗采购均通过公开招标方式进行。公司生产管理部门根据实际需求情况制定采购计划，

采购部会综合考虑供应商的生产能力、售后服务、技术保障和相关资质等挑选优质的供应商，然

后企业对供应商的产品进行试用，合格后再进行采购。对于大额销售合同所采用的原材料，公司

在投标报价阶段就与供应商达成采购意向，在销售合同签订后即与供应商签订采购合同等方式进

行成本控制，尽量减少原材料价格波动对利润水平的影响。公司与零部件供应商建立了稳定的合

作关系，保证零部件供应质量和供应的稳定性，完善了供应链管理，减少零部件价格波动对生产

成本的影响。保证采购方面做到调控合理、质优价廉，满足生产经营需求。 

（3）研发模式 

公司根据电气设备市场特点和自身发展的要求，在研发体制上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和创新，制定

并实施了以市场为导向，以新产品、新技术为核心的研发管理体制，推动了公司组织结构的调整，

建立和完善了管理流程，建立了有效的人才经营体制，大大提高了公司运营效率，从根本上提高

了公司核心竞争力。技术中心是公司技术创新的主要机构，根据董事会制定的年度发展计划确定

公司技术与研发方向及目标，具体负责新技术、新产品的开发和研制工作。 



2、金融业务 

公司通过相对控股或参股等多种形式，在金融行业多个领域进行战略布局：通过参股设立贵州遵

义汇川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正式涉足银行业；2016 年 7 月 18 日，公司与茅台集团、贵阳

银行共同发起设立的贵银金融租赁有限公司正式挂牌, 是贵州省首家法人金融租赁公司。贵银金

融租赁公司定位于贵州省生态文明建设过程中具有较大市场空间的新能源产业、生态旅游产业和

以航空航天为主的优势装备制造业，坚持“生态金融租赁”的核心理念，力争用三到五年时间，

打造成为一家专业特色清晰、管理服务高效、资产效益量好、品牌形象优良，在全国具有一定影

响力和竞争力的绿色生态金融租赁公司；报告期内公司发起设立的全资子公司天成信息服务有限

公司，是国家今年对互联网金融进行整治后在贵阳市批准设立的第一家从事网络借贷信息中介业

务的平台公司，并成为贵阳市互联网金融协会理事单位。公司未来将逐步构建和完善公司的多元

金融业态，通过发挥各金融产业之间的协同效应，不断提升公司持续盈利能力和核心竞争力。 

3、矿产资源开发业务 

公司通过参股海外锆钛矿企业香港长城矿业开发有限公司获取投资收益。香港长城主要从事矿产

资源勘探，对非洲莫桑比克中部省份的沿海锆钛矿 5004C 矿区进行开采，加工提炼及一般进出口

贸易，目前的主要产品为锆中矿和钛精矿。 

公司控股五家钼镍矿企业，主要经营模式均为对钼镍矿的开采、加工与销售。 

（三）行业情况说明 

1、电气设备制造行业 

随着一系列国家战略的推进，我国将不断增大对电源和电网的建设投入，电力设备的市场需求仍

有较大的提升空间，并为我国电力设备制造业发展提供新的发展机遇。 

 为加快配电网建设改造，推进转型升级，服务经济社会发展，国家能源局于 2015 年 7 月 31 日发

布了《配电网建设改造行动计划(2015~2020 年)》，政府通过实施配电网建设改造行动计划，将会

有效加大配电网资金投入。2015 年至 2020 年，配电网建设改造投资不低于 2 万亿元，其中“十

三五”期间（2016-2020 年）期间累计投资不低于 1.7 万亿元。可以预见，配电网建设的投资额

在未来 4 年内将一直维持在高位。随着“一带一路”相关方案的逐步落实，国际产能合作推动企

业“走出去”步伐加快,将释放沿线国家和地区的电力设备需求，并有望成为我国电气设备制造业

的发展承接地和新的利润增长点。 

公司作为国内最早掌握高、中压电气设备生产技术的企业之一，在行业内享有较高知名度，公司

下属子公司长征电气为中国电器工业协会变压器分会的常务理事单位，所生产的有载分接开关被



授予贵州省名牌产品称号；公司下属子公司银河开关为中国电器工业协会高压开关分会常务理事

单位，其生产的中压产品固体绝缘环网柜达到了国际先进水平（桂工信科鉴[2013]66 号），并参与

制定了中国电力行业标准（DL／T1586-2016）。 

电力变压器作为发电行业必备的输配电设备，其需求量与电力网投资规模密切相关，作为变压器

厂商的上游供应商，公司的高压电气设备将在电网改造带来的发展机遇中获得较大的发展空间。

同时，随着国家政府加大对配电网建设改造的力度和投入也将直接影响中压电气成套设备行业的

市场需求情况，公司的中压电气设备正面临着更大的需求增长。另外超高压、特高压输电技术是

解决我国能源资源分布不均造成的远距离跨区输电的技术基础，也是未来中国和世界电力输送的

发展方向，实施超高压、特高压变压器用分接开关研发及智能制造项目，是企业实现跨越式发展

的必然选择。 

2、金融行业 

金融领域，国家从政策方面逐渐对民营资本放开准入门槛。十八届三中全会期间发布的《中共中

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对国有企业改革做出全面部署，提出“允许更多国有

经济和其他所有制经济发展成为混合所有制经济”。近年来，银行、证券、基金、期货、保险等金

融领域都在不同程度的推行混合所有制改革，扩大对内、对外的开放，支持社会资本准入，鼓励

民营资本参与国有金融企业的改革，逐渐放宽各类资本的准入条件。这些政策和措施为民营资本

进入金融各领域、获取金融相关牌照创造了良好的基础环境，公司也将抓住机遇大力实施金融产

业战略规划，逐步构建和完善公司的多元金融业态，充分发挥各金融产业之间的协同效应。 

3、矿产资源开发产业 

公司的矿产资源开发主要为锆钛矿和钼镍矿两方面。锆钛矿由于其特殊的金属特性，被广泛应用

于精密铸造、高级耐火材料、航空航天、化工等行业。近年来国际市场锆钛矿的价格波动较大，

国内锆钛资源有限，而需求量不断增大。 

根据百川资讯统计，2016 年我国共进口钛矿 2548405.63 吨，较上一年度同比增长 35.52%，进口

前三名国家分别为印度、莫桑比克、肯尼亚。2016 年因国内钛矿产量减少及价格偏高，使国内厂

家调整用矿比例而选择进口钛矿生产，进口钛矿价格逐步上行。香港长城将抓住机遇，顺势大力

推进矿区的建设，加大运输设备与油料投入，增强矿砂货运和舶运能力，解决矿砂堆积、无法回

运销售的瓶颈，优化开采方案，合理、科学的控制建设、开采成本，使矿区资源开发、利用最大

化。 

钼镍矿方面，2017 年 2 月国际镍业研究组织（INSG）发布报告称，2016 年全球镍供应全年短缺



4.97 万吨，镍价在供应缩减预期下稳步反弹。2017 年，随着全球经济的缓慢复苏，镍供需缺口持

续，镍价有望逐渐回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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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6年 2015年 

本年比上年 

增减(%) 
2014年 

总资产 2,673,396,878.97 2,378,989,778.50 12.38 2,633,416,074.39 

营业收入 598,382,653.22 670,347,407.00 -10.74 489,162,640.60 

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净利

润 

-98,959,610.96 -176,590,955.25 43.96 15,911,194.89 

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扣除

非经常性损益

的净利润 

-105,644,625.08 -182,461,747.13 42.10 -50,945,748.98 

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净资

产 

1,153,220,261.84 1,159,454,250.11 -0.54 1,267,641,913.04 

经营活动产生

的现金流量净

额 

624,605.39 293,078,354.64 -99.79 -38,801,647.48 

基本每股收益

（元／股） 

-0.1943 -0.3468 43.97 0.0312 

稀释每股收益

（元／股） 

-0.1943 -0.3468 43.97 0.0312 

加权平均净资

产收益率（%） 

-8.9155 -14.9925 增加6.077个百

分点 

1.2794 

 

 

 

 

3.2 报告期分季度的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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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2,672,880.58 176,220,010.22 124,303,740.55 185,186,021.8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 
4,797,689.26 1,273,249.49 -583,013.34 -102,420,536.3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

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 
3,485,630.10 279,657.25 -2,373,032.69 -107,036,879.74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

额 
28,149,766.18 -36,584,021.19 15,367,403.26 -6,308,532.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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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9,197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末的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60,429 

截止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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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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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银河天成集团有限

公司 

10,003,800 93,403,800 18.34 0 质押 93,403,800 境内

非国

有法

人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

有限责任公司 

0 16,537,000 3.25 0 无 0 其他 

全国社保基金六零

四组合 

734,237 8,880,000 1.74 0 无 0 其他 

华润深国投信托有

限公司－韬蕴 2号

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4,999,928 4,999,928 0.98 0 无 0 其他 

中国民生信托有限

公司－中国民生信

托－至信 262号集

合资金信托计划 

3,711,500 3,711,500 0.73 0 无 0 其他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企业年金

计划－中国建设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 

3,044,900 3,044,900 0.60 0 无 0 其他 

黄正国 2,680,200 2,680,200 0.53 0 无 0 境内

自然

人 

全国社保基金四零

七组合 

2,193,500 2,556,647 0.50 0 无 0 其他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 169,200 2,076,526 0.41 0 无 0 其他 



有限公司－中证

500交易型开放式

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徐美芳 1,709,574 1,709,574 0.34 0 无 0 境内

自然

人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

说明 

控股股东银河集团与其它股东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公司未知其他股东之间有无关联关系，也未知是否属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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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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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1 报告期内主要经营情况 

2016年，公司营业收入 59,838.27万元，较上年同期 67,034.74万元，同比减少 10.74%；归属于

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9,895.96万元，较上年同期-17,659.10万元，同比增加 43.96%。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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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公司 2016年度纳入合并范围的子公司共十三户，详见本附注八“在其他主体中的权益”。本公

司本年度合并范围比上年度增加了二户，减少一户，详见本附注七“合并范围的变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