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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兰泰克重工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一 重要提示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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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者应当到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等中国证监会指定媒体上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文。 

2 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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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半年度报告未经审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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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适用 

二 公司基本情况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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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兰泰克 603966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徐冰 刘霞 

电话 0512-82072066 0512-82072066 

办公地址 江苏省吴江汾湖经济开发区汾越路

288号 

江苏省吴江汾湖经济开发区汾越路

288号 

电子信箱 xubing@eurocrane.com.cn liuxia@eurocrane.com.cn 

 



2.2 公司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

末增减(%) 

总资产 1,049,286,873.57 774,153,048.45 35.5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781,284,501.88 515,884,057.29 51.45 

 本报告期（1-6月）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

增减(%)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7,671,551.45 7,991,292.50 -321.14 

营业收入 266,060,850.81 235,208,764.16 13.1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24,586,749.31 20,857,041.75 17.8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19,269,050.47 18,135,348.78 6.25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3.31 4.32 减少1.01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6 0.17 -5.88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6 0.17 -5.88 

 

2.3 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 股 

截止报告期末股东总数（户） 21,277 

截止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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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质押或冻结的股份

数量 

金红萍 
境内自

然人 
23.43 37,480,240 37,480,240 无  

陶峰华 
境内自

然人 
18.46 29,539,920 29,539,920 无  

上海志享投资管理有限公

司 

境内非

国有法

人 

13.41 21,449,760 21,449,760 无  

上海复星创富股权投资基

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境内非

国有法

人 

6.88 11,000,040 11,000,040 无  

张玲珑 
境内自

然人 
1.50 2,400,000 2,400,000 无  

蔡芳钻 
境内自

然人 
1.50 2,400,000 2,400,000 无  

沈菊林 境内自 1.35 2,160,000 2,160,000 无  



然人 

上海诚鼎创盈投资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 

境内非

国有法

人 

1.25 2,000,040 2,000,040 无  

无锡诚鼎创佳投资企业（有

限合伙） 

境内非

国有法

人 

1.25 2,000,040 2,000,040 无  

王新革 
境内自

然人 
0.75 1,200,000 1,200,000 无  

阮宏来 
境内自

然人 
0.75 1,200,000 1,200,000 无  

黄继承 
境内自

然人 
0.75 1,200,000 1,200,000 无  

张忠良 
境内自

然人 
0.75 1,200,000 1,200,000 无  

希望金汇投资管理有限公

司 

境内非

国有法

人 

0.75 1,200,000 1,200,000 质押 1,200,0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1、金红萍、陶峰华为夫妻关系，二人分别直接持有

公司 23.43%、18.46%的股份，同时通过上海志享持有公

司 13.41%的股份。金红萍、陶峰华二人共同直接、间接

持有公司 55.29%的股份，是公司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

人。 

2、上海诚鼎、无锡诚鼎为关联方，执行事务合伙人

同受上海城投控股股份有限公司控制。上海诚鼎、无锡诚

鼎共同直接持有公司 2.5%的股份。 

3、公司未得知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之间是否存在

关联关系，也未知是否属于《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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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 截止报告期末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前十名优先股股东情况表 

□适用 √不适用 

 

2.5 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适用 √不适用 

 

2.6 未到期及逾期未兑付公司债情况 

□适用 √不适用 

 



三 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3.1 经营情况的讨论与分析 

公司主营业务桥门式起重机属于起重运输机械行业，行业受国家宏观经济周期，尤其是国家

固定资产和基础建设投资规模的影响。报告期内，公司深耕主营业务，继续坚持以起重机为主、

工程机械为辅的业务战略。通过创新驱动发展，为客户提供自动化、智能化的物料搬运解决方案；

同时准确把握工程机械行业的复苏机遇，报告期内实现业绩反弹；继续实施大服务战略，将服务

业务打造成为公司新的利润增长点；同时推动生产精益化，管理信息化，通过集约化管理创造效

益。 

报告期内，公司按照年度既定工作部署，继续高度重视创新，积极加强市场开拓，公司各项

经济指标同比均有所增长，总体生产经营情况企稳向好。其中，桥、门式起重机实现营业收入

17,569.23万元，同比增长 2.65%；电动葫芦实现营业收入 2,914.11万元，同比增长 46.94%；零

配件及服务实现营业收入 1,470.31万元，同比增长 0.12%；受整体行业复苏的影响，工程机械实

现营业收入 4,634.82万元，同比增长 57.89%。报告期内公司整体实现营业收入 26,606.09万元，

同比增长 13.12%；净利润 2,458.67万元，同比上升 17.88%。 

报告期内，公司重点推动了以下工作： 

1、成功登陆资本市场，为公司下一步发展奠定基础 

经中国证监会核准，公司获准首次向社会公众发行 4,000 万股并于 2017年 1月 25 日在上海

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本次公开发行股份募集资金净额 25,376.14 万元用于“年产欧式起重机设

备 2.5万吨项目”和“扩建起重机关键技术研发中心项目”。项目建成后将进一步扩大产能，提高

技术优势，增强公司综合实力。公司将借助资本市场平台，充分利用多样化的融资渠道加速发展。 

2、大力实施创新驱动，智能制造得到认可 

报告期内，公司大力实施创新驱动，多项产品通过认定:2017 年 5 月，由公司自主研发的

16t/20t单/双梁多支点悬挂起重机、门架式数控智能识别分拣机通过了江苏省机械工业协会的新

产品鉴定；新增申请管片吊机、通用桥式起重机产品通过江苏省科学技术厅高新技术产品认定。 

公司在智能制造领域的努力得到江苏省、苏州市相关部门的高度认可。2017年 3月，公司荣

获江苏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授予的博士后科研工作站；2017年 6月，公司荣获苏州市人民政



府“2016年度专精特新百强企业”荣誉称号。 

3、建设北方制造基地，优化全国战略布局 

公司基于未来发展需要，为建设北方区域高端智能装备销售和制造基地，经董事会决定，在

天津市西青区设立全资子公司。项目建成后，将有效的降低产品物流成本，更好的响应华北和东

北地区客户的设备交付和服务需求，进一步加强公司在北方市场的优势，优化公司在全国的市场

布局。 

4、积极参与一带一路，大力开拓海外市场 

报告期内，公司抓住“一带一路”历史发展机遇，积极拓展海外市场。在与现有的菲律宾、

哈萨克斯坦、巴基斯坦、马来西亚和孟加拉国等国家的企业保持良好合作关系的同时，通过多种

渠道加大品牌宣传，提升国际影响力。董事长金红萍女士代表公司参加博鳌亚洲论坛，借助国际

论坛的机遇扩大公司品牌的影响力，充分响应国家号召，紧跟“一带一路”步伐，积极推动与东

南亚地区相关企业的合作。2017年上半年，公司海外销售订单量同比大幅增长。 

5、准确把握行业趋势，工程机械业绩转暖 

近年来，我国工程机械行业由于产能过剩，同质化竞争，下游行业需求不振等问题一直呈持

续下滑趋势，整个行业相对比较困难。公司积极应对挑战和考验，推动内部管理创新，积极储备

技术和人才。2017年上半年，工程机械行业呈现复苏迹象，公司准确把握行业变动趋势，积极采

取各种有效措施提高生产效率，提升经营能力，有效改善了经营状况。报告期内，工程机械实现

营业收入 4,634.82万元，同比增长 57.89%。 

 

3.2 与上一会计期间相比，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原因及其影响 

√适用 □不适用 

根据财会【2016】22号财政部关于印发《增值税会计处理规定》的通知规定：全面试行营业

税改征增值税后，“营业税金及附加”科目名称调整为“税金及附加”科目，该科目核算企业经

营活动发生的消费税、城市维护建设税、资源税、教育费附加及房产税、土地使用税、车船税、

印花税等相关税费；利润表中的“营业税金及附加”项目调整为“税金及附加”项目。本次会计

政策变更对公司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不构成影响，具体变更情况详见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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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将利润表中的“营业税金及附加”项目调整为“税金

及附加”项目 
税金及附加 

将自 2016年 5月 1日起企业经营活动发生的房产税、

土地使用税、车船使用税、印花税从“管理费用”项

目重分类至“税金及附加”项目，2016年 5月 1日之

前发生的税费不予调整。比较数据不予调整 

调增税金及附加本年金额 298,035.67元，

调减管理费用本年金额 298,035.67元。 

 

 

3.3 报告期内发生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更正金额、原因及其影响。 

□适用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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