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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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异议声明
姓名

职务

内容和原因

声明
除下列董事外，其他董事亲自出席了审议本次年报的董事会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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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业通联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股票代码

002459

董事会秘书
波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徐

张

静

办公地址

秦皇岛市经济技术开发区天山北路 3 号

秦皇岛市经济技术开发区天山北路 3 号

电话

0335-5302599

0335-5302528

电子信箱

xubo@tianyetolian.com

zhangjing@tianyetolian.com

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一）公司主要业务、产品及经营模式
1、主要业务及产品
报告期内，公司主要从事铁路桥梁施工起重运输设备及其他领域起重运输设备的设计、生产、制造、销售、施工服务，
产品主要用于铁路、公路桥梁及地下轨道施工建设。主要产品包括架桥机、运架一体机、运梁车、提梁机、模具等。
架桥机：公司是国内最大的桥梁设备供应商，自主研制的TLJ900t架桥机、TTSJ900t新型隧道内外架桥机、660t小曲线架
桥机、TLJ450t架桥机等广泛应用于国家重点客运专线及国外施工项目。阶段品装架桥机系列、SDLB公路架桥机系列广泛应
用于国家重点高速公路工程。公司可根据客户提出的具体工况，设计制造符合客户要求的各类架桥机。
运架一体机：适用于隧道及连续梁比较多的工况，避免了常规架桥机转运的繁琐，极大的提高了架梁效率。与传统的运
架设备相比，本设备具有施工速度快、激动灵活、在山区中桥隧相连的隧道口架桥无需拆解任何部件、不需要辅助机械和过
多人工、双向架梁等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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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梁车：900t、450t、250t等系列运梁车具有爬坡能力强、转弯半径小、运行平稳等特点，根据用户的具体要求，公司
可设计制造符合客户要求的不同轴线、不同高度运梁车。
提梁机：轮胎式提梁机主要有900t、450t、250t、160t等系列，根据用户的具体要求，可设计制造双梁、单梁等不同结构
形式，轮胎式提梁机具有转动灵活、运行平稳、 安全性能高、使用寿命长等优点，已广泛应用于国内高铁客运专线、城际
交通等多个领域。
模具产品：管片模具被广泛应用于地铁城市交通领域和煤炭矿山、水利水电、城市电力及能源输送等领域。其中风电塔
筒模具用于制作风力发电机锥形混凝土材料塔筒。彻底解决了塔筒的防腐问题，大大降低了塔筒的维护成本；具有重量轻的
特点，降低了塔筒的运输和安装成本。此外，混凝土材料塔筒可在现场进行制造，降低了制造成本。
2、经营模式
（1）采购模式
公司自主加工产品关键部件，部分配套零部件从外部采购或委托外部加工。其中外购件主要是标准件和功能配套件，外
协件为对生产投入较大而加工工艺较为简单的非标准件，通常由公司提供图纸委托专业外协厂家生产。公司建立了严格、标
准的供应商评价指标体系，秉承打造最优供应链的理念，与零部件供应商建立了长期稳定的合作关系。
（2）生产模式
公司依据机电液设计及技术工艺等方案，将结构件、机加工件、外协加工件及外购零部件进行预拼装、打砂、喷漆等工
序，然后进行液压部装、电气部装等，最后完成产品总装；当公司确认产品合格后进行分拆并按客户要求运输至客户指定地
点。
（3）销售模式
公司主要产品单体价值高、专用性强，行业内销售主要采用招投标模式。招投标时，施工单位根据实际需求，列明所需
购买的产品名称、技术响应条件、产品配置要求等，同时还要求符合条件的供应商提供企业简介、资金实力、财务状况、历
史经营业绩等内容，以便施工单位全面考察和评价参与投标的企业，并结合投标金额最终确定中标单位。
（二）行业情况
1、行业发展情况
工程机械行业是国家装备制造业的重点产业之一。行业的发展与国民经济现代化发展和基础设施水平息息相关。根据《中
长期铁路网规划》、《交通基础设施重大工程建设三年行动计划》等国家规划，我国将重点推进交通基础设施项目建设。2017
年基建投资增速将保持在20%左右的水平，整体规模预计在16万亿元左右。“十三五”期间，随着全球经济与产业运行进一步
趋稳趋好，以及中国经济、政策利好的落地，各种基础设施建设和城镇化建设仍然处于发展阶段。未来几年将成为行业转型
发展的关键时刻，作为装备制造业中的优势产业之一的中国工程机械行业，经过深化调整后，必将实现更高质量的发展。
2、行业的周期性
公司所属行业处于装备制造业中专用设备制造业，周期性与国家宏观经济周期密切相关，在一定程度上受到国家固定资
产和基础建设投资规模的影响。
3、公司所处行业上下游情况
上游行业主要是钢材、零部件供应行业，下游主要是路桥建设类施工行业。
公司所处行业与上游的关系体现在两个方面：首先，钢材、零部件的价格直接影响专用设备的采购成本；其次，零部件
行业跨度广、制造难度不一，整机厂商不可能全部自己制造，零部件供应商的技术、工艺水平和生产能力对本行业有一定影
响。
公司所处行业与下游的关系体现在3个方面：首先，铁路基建投资受产业政策的影响较大，其投资规模和投资方向直接
影响行业的市场需求；其次，下游行业管理水平的提高会对本行业的产品设计水平、工作效率、作业环境、安全防范等提出
更高的要求，进而影响本行业产品的需求及需求结构，同时也有利于本行业加大研发力度，推广先进技术，实现产业整体升
级；再次，下游行业所处的生命周期直接决定着其行业规模、行业集约化、专业化程度，每个周期对本行业产品的需求量和
需求结构会有一定程度的差异。
（三）行业竞争情况
公司所处行业销售采取招投标方式，市场化程度较高，同时具有较高的准入门槛。市场化程度方面，由买方根据施工要
求设定相应的招投标条件，并根据产品性能、技术规格响应情况、资金实力、财务状况、历史经营业绩等方面全面考察投标
单位，最终选定合作单位。市场集中度方面，铁路桥梁施工起重运输设备技术含量高，资金占用较大，行业具有较高的准入
门槛，因此市场集中度较高。
经过多年的发展，公司已成为国内铁路桥梁施工起重运输设备的主要供应商之一，公司已与中铁、中铁建、中交、中水
等大型施工集团建立了良好的合作关系。目前公司产品已在市场上树立了较好的品牌声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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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是否因会计政策变更及会计差错更正等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单位：人民币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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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年

2015 年

322,762,795.10

322,324,822.71

0.14%

630,383,386.14

20,112,127.42

-321,891,912.90

106.25%

26,299,646.35

-10,545,054.86

-311,800,823.52

-96.62%

-59,438,567.67

-5,023,789.89

-72,711,893.33

-93.09%

-171,376,674.49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5

-0.83

106.02%

0.12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5

-0.83

106.02%

0.12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64%

-23.72%

25.36%

5.10%

营业收入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本年比上年增减

2014 年

2016 年末

2015 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减

2014 年末

资产总额

1,342,105,229.22

1,352,841,542.27

-0.79%

1,749,884,355.9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1,236,381,319.57

1,214,621,943.54

1.79%

1,519,004,899.48

（2）分季度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人民币元
第一季度
营业收入

第二季度

第三季度

第四季度

107,212,871.39

43,872,449.06

76,725,479.29

94,951,995.3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111,539.29

2,389,434.16

7,338,824.29

9,272,329.6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2,240,508.16

-4,994,093.39

381,520.01

-3,691,973.32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3,330,065.96

5,269,901.38

-12,982,976.37

-10,640,780.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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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
15,623 一个月末普通股股
东总数

报告期末表决权
16,384 恢复的优先股股
东总数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一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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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深圳市华建盈
境内非国有
富投资企业（有
法人
限合伙）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36.39%

141,431,000

国泰君安金融
其他
控股有限公司

4.28%

16,638,900

胡志军

3.39%

13,183,687

中铁信托有限
国有法人
责任公司

2.14%

8,319,451

中央汇金资产
管理有限责任 国有法人
公司

1.60%

6,223,100

境内自然人

持有有限售条件的股份数
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141,431,000 质押

数量
95,210,000

16,638,900
质押

5,047,000

8,319,4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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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志杰

境内自然人

0.77%

3,000,000

袁淑萍

境内自然人

0.75%

2,932,000

卢强

境内自然人

0.58%

2,256,900

尹晓娟

境内自然人

0.56%

2,160,379

丁雪

境内自然人

0.53%

2,050,000

胡志军和尹晓娟系夫妻关系，合计持有公司 3.95%股权；袁淑萍和袁志杰系兄妹关系，合计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
持有公司 1.52%股权；除上述关系外，公司未知上述 10 名股东是否存在其他关联关系，以及
动的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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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卢强通过融资融券信用账户持有公司股份 2,256,900 股。
说明（如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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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秦皇岛天业通联重工股份有限公司 2016 年年度报告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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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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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公司债券情况
公司是否存在公开发行并在证券交易所上市，且在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未到期或到期未能全额兑付的公司债券
否

（1）公司债券基本信息
债券名称

债券简称

债券代码

到期日

债券余额（万元）

利率

（2）公司债券最新跟踪评级及评级变化情况
（3）截至报告期末公司近 2 年的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单位：万元
项目

2016 年

2015 年

同期变动率

三、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1、报告期经营情况简介
公司是否需要遵守特殊行业的披露要求
是
工程机械业
2016年，我国工业结构不断优化升级，高技术产业和装备制造业增速明显快于一般工业，这也倒逼传统制造型企业转型
升级。2016年，公司定义为“稳定+发展”年，是夯实基础，促进管理提升，为企业奠定发展基石的一年。在董事会的正确领
导下，在公司全体员工的努力下，对整体经营环境梳理巩固，运营架构调整，以经济效益为中心科学管理，强化内部建设，
实现了稳定发展。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32,276.28万元，同比上升0.14%，实现营业利润 1,782.29万元，同比上升105.83%，实现
利润总额2,011.21万元，同比上升106.22%，实现归属于母公司的净利润 2,011.21万元，同比上升106.25%，公司报告期末总
资产为134,210.52万元，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为123,638.13万元。
2016年度工作回顾
（一）制定战略方针，稳固发展环境
1、整合经营主线，搭建高效运营机构。以精简高效为原则，推动经营发展，提高效率，认真分析主营业务，设置运营
机构。
2、深化内部改善，科学调整组织框架。合理配置、整合业务部门，以销售为龙头，变革营销管理体系，信息集中管控，
减少项目流失；在整个运营过程中人员定岗定编，分工协作，发挥最大效能。
3、凝心聚力，建设高效业绩团队。注重人才培养，努力创造学习平台， 2016年组织采取“送出去，请进来”等多种形式
完成培训共计22项，以提升销售、技术到生产一线员工的学习主动性，不断提高员工整体素质。
（二）提升管理意识，稳定发展基础
1、统筹兼顾，深化运营管理。完善薪酬考核体系，按照“多劳多得、按劳取酬”的原则，植入部门目标责任体制，制定
薪酬考核分配方案；严格执行管控制度，奖勤罚懒，惩戒违规行为，管理干部以身作则，树立正风正气，使企业运作顺畅，
纪律严明，秩序井然。
2、财务管控，促使资金合理运转。以预算作为支撑，有效地组织和协调公司的生产经营活动，确定公司生产经营指标。
3、质量成本管控，提高市场产品信誉。进一步加强精细化管理，与优秀企业对标，提高质量管理水平，完善生产体系，
优化作业流程，紧扣各环节实施降本增效。
（三）高端研发、精益制造，创建品牌
1、研发创新，打造行业领先。公司坚持创新驱动发展，注重新产品、新技术的研发和投入，同时荣获国家知识产权优
势企业、河北省创建诚信企业先进单位等称号，新产品研发项目拥有多项国际国内第一。
2、精益求精，追求卓越品质。以精益思想为指导，注重产品质量及制造工艺，公司产品在设计创新、系统质量、使用
操作中都处于领先水平。
3、通力合作，走世界发展之路。公司产品在国内占据领先地位的同时，跟随国家向世界发展政策积极开拓国外市场，
公司的产品受到了国际买家的一致好评。
（四）和谐稳定发展，追求卓越企业文化用品质争夺市场，以诚信铸就未来。公司秉承“企业是家、质量是命、信誉为
本、惠及上帝（客户）”的核心理念，本着“品质决定命运”的态度，遵循“不接收不良品、不生产不良品、不发出不良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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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则，努力实现“行业第一”的发展愿景。

2、报告期内主营业务是否存在重大变化
□ 是 √ 否

3、占公司主营业务收入或主营业务利润 10%以上的产品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产品名称

毛利率

营业收入比上年 营业利润比上年 毛利率比上年同
同期增减
同期增减
期增减

营业收入

营业利润

运梁车

35,788,613.94

14,075,706.30

39.33%

74.63%

310.39%

22.59%

其他领域起重运
输设备

60,591,164.99

7,914,504.56

13.06%

-9.36%

-640.39%

15.25%

模具

118,495,176.03

39,248,519.55

33.12%

302.93%

943.69%

20.34%

其他

85,463,940.51

18,887,479.54

22.10%

-43.95%

-11.17%

8.15%

4、是否存在需要特别关注的经营季节性或周期性特征
□ 是 √ 否

5、报告期内营业收入、营业成本、归属于上市公司普通股股东的净利润总额或者构成较前一报告期发生
重大变化的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6、面临暂停上市和终止上市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7、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1）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

（2）报告期内发生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

（3）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与上年相比，本年度新增合并单位1家，系公司新设成立全资子公司：秦皇岛宁海重工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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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对 2017 年 1-3 月经营业绩的预计
□ 适用 √ 不适用

秦皇岛天业通联重工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 王 巍
2017 年 4 月 1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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