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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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致同会计师事务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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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 2018年 12月 31日公司股份总数 24509万股为基数，按每 10股派送现金 0.30 元(含税)向全体

股东分配红利，共分配 7,352,700.00元，剩余的未分配利润 231,994,359.14 元，结转公司以后

年度分配。 

公司本次不进行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 

以上预案需经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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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贵绳股份 600992 G600992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杨期屏 曹磊 

办公地址 贵州省遵义市桃溪路47号 贵州省遵义市桃溪路47号 

电话 0851-28419247 0851-28419570 

电子信箱 yqp@gzgs.com.cn zjb@gzgz.com.cn 

 

2 报告期公司主要业务简介 

主要业务：本公司属金属制品行业，是我国钢丝、钢丝绳生产最大专业企业之一。主营直径 

范围φ 0.15mm-9.0mm 各种用途的钢丝、φ 0.6mm-264mm 各种结构的钢绳产品、预应力钢绞线及



相关设备、材料、技术的研究、生产、加工、销售及进出口业务、高科技产品的研制、开发与技

术服务。 

经营模式：设计+生产+销售。 

设计：根据客户提出的产品使用特性和特殊要求进行个性化服务，公司技术人员首先了解产品使

用工况，确定产品技术参数，进行产品结构设计，制订生产工艺，专家评审确认，最后交付生产； 

生产：公司主要按以销定产模式组织生产； 

销售：公司以遍布全国 21 个省市的销售分公司直销为主，并以中间商为辅的方式销售公司产品。

公司地处西部贵州，运用这种营销模式能更贴近市场，更全面的捕捉市场信息，更方便快捷的为

客户服务，补公司地理位置不足的短板。 

行业情况：本公司属金属制品行业，是我国钢丝、钢丝绳生产最大专业企业之一。 

钢丝绳是能源、交通、军工、农林、海洋、冶金、矿山、石油天然气钻采、机械化工、航空航天

等行业、部门必不可少的部件或材料，迄今为止，国内外都未找到一种更理想的产品来全面或在

一个领域内替代钢丝绳所担负的工作。但钢丝绳行业集中度较低，是一个完全竞争的行业，主要

表现在：其一随着外资企业入驻中国，国际许多钢丝绳企业在中国低成本拓展市场，加速了国内

生产工艺技术的提高，行业竞争格局已由低端向高端转移，使得同行业差距缩小，同质化竞争加

剧。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中，仍有部分产品诸如锻打类钢丝绳、巨型电铲用钢丝绳、特大型矿山竖

井磨擦提升用钢丝绳，大型露天煤矿、海洋石油钻采、港口装卸、FPSO 用钢缆、大型起重浮吊船、

悬挖钻机、基础打桩机械、高速电梯等用钢丝绳需要大量进口，国内产品性价比有待于进一步提

高；其二国内产能快速提升，在产能增速超过需求增长的压力下，价格竞争日趋激烈，特别是海

工用绳、异型三角股钢丝绳、港口用钢丝绳成为钢丝绳企业竞相发展的热点，可能引起更大的产

能过剩：其三环保节能要求和新的行业制度、政策的颁布和实施，已成为企业发展中必须考虑的

重要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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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年 2017年 

本年比上年 

增减(%) 
2016年 

总资产 2,428,379,981.70 2,250,952,766.38 7.88 2,178,665,871.23 

营业收入 2,075,793,724.30 1,812,985,804.67 14.50 1,410,881,667.07 

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净利

25,610,425.37 22,184,883.34 15.44 21,035,246.75 



润 

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扣除

非经常性损益

的净利润 

12,812,320.48 7,282,156.51 75.94 8,654,638.95 

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净资

产 

1,392,444,535.67 1,374,186,810.30 1.33 1,359,354,626.96 

经营活动产生

的现金流量净

额 

231,000,678.04 37,699,424.77 512.74 102,790,177.68 

基本每股收益

（元／股） 

0.1045 0.0905 15.47 0.0858 

稀释每股收益

（元／股） 

0.1045 0.0905 15.47 0.0858 

加权平均净资

产收益率（%） 

1.85 1.62 增加0.23个百分

点 

1.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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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42,699,974.06 541,474,112.07 557,586,534.29 534,033,103.8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 
5,236,254.58 6,410,480.95 5,387,072.99 8,576,616.8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后的净利润 

2,525,792.08 2,459,406.82 2,647,755.31 5,179,366.27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3,403,547.21 58,871,399.36 4,180,061.14 164,545,670.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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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386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末的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15,7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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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贵州钢绳（集团）有

限责任公司 

  57,489,818 23.46   无   国有

法人 

上海康橙投资中心

（有限合伙） 

5,265,980 22,531,454 9.19   无   其他 

章奕颖 2,942,200 15,080,898 6.15   质押 12,100,000 未知 

云南国际信托有限公

司－合顺 82号集合资

金信托计划 

  12,006,975 4.90   未知   未知 

王建淼   5,569,900 2.27   未知   未知 

傅锋 -660,800 5,527,885 2.26   未知   未知 

王建权   4,622,030 1.89   未知   未知 

黄和生 -8,517,293 3,483,100 1.42   未知   未知 

北京神州牧投资基金

管理有限公司－红炎

神州牧基金 

  3,138,001 1.28   未知   未知 

林仙明 -421,550 2,640,650 1.08   未知   未知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

明 

(1)除贵州省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持有贵绳集团公司

73.33%的股份，其他法人股股东之间未知是否存在权益关

系。（2）前十名股东中的其他流通股股东之间未知是否存在

关联关系，已流通的社会公众股股东未知是否存在关联关

系，也未知其是否属于《上市公司股东持股变动信息披露管

理办法》中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

量的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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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4 报告期末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 10 名股东情况 

□适用  √不适用  

5 公司债券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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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2,075,793,724.30 元，比去年同期增加 14.50%，实现净利润

25,610,425.37元， 比去年同期增加 15.44%。 

 

2 导致暂停上市的原因 

□适用 √不适用  

 

3 面临终止上市的情况和原因 

□适用 √不适用  



 

 

4 公司对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变更原因及影响的分析说明 

√适用□不适用  

（1）重要会计政策变更 

①根据财政部《关于修订印发 2018 年度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通知》（财会[2018]15 号），经

本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决议通过，本公司对财务报表格式进行了以下修订： 

A、资产负债表 

将原“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行项目整合为“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 

将原“应收利息”及“应收股利”行项目归并至“其他应收款”； 

将原“固定资产清理”行项目归并至“固定资产”； 

将原“工程物资”行项目归并至“在建工程”； 

将原“应付票据”及“应付账款”行项目整合为“应付票据及应付账款”项目； 

将原“应付利息”及“应付股利”行项目归并至“其他应付款”； 

将原“专项应付款”行项目归并至“长期应付款”。 

B、利润表 

从原“管理费用”中分拆出“研发费用”； 

在“财务费用”行项目下分别列示“利息费用”和“利息收入”明细项目； 

C、股东权益变动表 

在“股东权益内部结转”行项目下，将原“结转重新计量设定受益计划净负债或净资产所产生的

变动”改为“设定受益计划变动额结转留存收益”。 

本公司对可比期间的比较数据按照财会[2018]15号文进行调整。 

财务报表格式的修订对本公司的资产总额、负债总额、净利润、其他综合收益等无影响。 

②根据财政部《关于 2018 年度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有关问题的解读》，本公司作为个人所得税

的扣缴义务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收到的扣缴税款手续费在“其他收益”中

填列。 

本公司实际收到的政府补助，无论是与资产相关还是与收益相关，在编制现金流量表时均作为经

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列报，对可比期间的比较数据进行调整，调增 2017年度收到的其他与经营

活动的现金流量 1,500,000.00 元，调减 2017 年度收到的其他与投资活动的现金流量

1,500,000.00元。 



（2）重要会计估计变更 

本公司本期不存在重要会计估计变更。 

5 公司对重大会计差错更正原因及影响的分析说明 

□适用√不适用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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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