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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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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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60,000,000 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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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巨力索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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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2342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付强

张云

办公地址

河北省保定市徐水县巨力路

河北省保定市徐水县巨力路

传真

0312-8608086

0312-8608086

电话

0312-8608520

0312-8608520

电子信箱

fuqiang@julisling.com

zhangyun@julisling.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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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公司是专业从事索具研发、制造、销售的企业，主营业务为索具及相关产品的研发、设计、生产和销售。公司是索具行
业内产品研发、设计、制造和销售的领导者。
在研发、设计方面：公司已主编完成9项、参编完成12项索具行业标准和国家标准，正在主编4项、参编8项索具行业标
准和国家标准，多项产品填补了国际或国内空白，取得专利技术154项，其中：发明专利19项，实用新型专利135项，取得科
技成果证书34项，曾多次获得河北省、保定市科学技术进步奖，河北省高新技术企业、河北省工程技术中心。公司的索具检
测中心获得国家标准评定委员会CNAS认可。
在制造方面：公司30年专注于索具研发制造，是目前国内规模最大、品种最齐全、制造最专业的索具制造公司，占据国
内索具行业“第一品牌”的主导地位。产品广泛用于制造业、采矿业、建筑业、交通运输业，涉及钢铁、冶金、矿山、海洋、
海事、海油、电力、石油、运输、管道、桥梁、场馆、航空航天、核电、军品、港口、造船等多个应用领域。
在销售方面：公司拥有10,000多家国内外客户，其中6,000多家为长期合作的优质客户。公司工程类产品广泛应用于昆明
滇池国际会展中心、港珠澳大桥、中国尊高层建筑、徐州沭河景观大桥、苏州斜港双层拱梁特大桥、贵广高铁北江和思贤滘
特大桥、乐清体育中心、贵瓮高速清水河大桥、德钦县子仁吊桥项目、枣庄体育中心、台湾山川琉璃吊桥等。
报告期内，公司积极参与军品物资采购竞争性谈判，并先后两次喜获军品订单，为深度参与国防建设奠定坚实基础。
为实现1小时服务周期半径，公司在国内设立了100家分支机构，直接面向终端客户；在全球100多个国家和地区建立了
销售网络，实现全天候满足客户需求。巨力索具产品和工程业绩不仅遍布大江南北、黄河内外，而且走出国门，在世界各地
都展现中国制造的雄姿。
在生产方面：公司主要产品为索具及相关产品。公司主要产品包括10大类别，分别为合成纤维吊装带索具、钢丝绳索具、
钢拉杆、缆索、冶金夹具、梁式吊具、链条索具、索具连接件、钢丝绳和索具设备。
公司依托自身强大的产品研发、设计能力，根据客户的个性化、多样化需求为其提供有针对性的技术方案，并为其配套
相关索具产品。
公司所有产品均执行“按订单组织生产”和“精益生产”要求，减少库存数量，降低资金占用，提高资金周转率。产品
按照国家标准、国军标、行业标准、客户标准、企业标准组织生产，各项产品均制定了规范的生产流程。
在索具行业内，公司作为细分市场的索具行业龙头，是唯一一家大型、专业化、综合的索具制造企业，在国内外享有很
高的知名度。公司具有较强的生产能力和独立的产品设计、研发、制造、检测能力。公司率先应用国际相关产品标准，主编
和参编国家、行业相关产品标准，获得了ISO9001、ISO14001、GB/T28001三合一的质量、环境、安全管理体系认证，获得
了GJB9001A国军标质量管理体系认证。同时，获取了CE、CCS、DNV、MA、GS、API、LR等多项认证，具有多项填补国
内外空白的专利和专利产品。公司索具检测中心获得了国家CNAS认可实验室。国家重点工程所涉及的大型场馆、桥梁、机
场、港口和重大吊装场所使用的索具产品几乎都离不开公司的身影。

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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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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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人民币元
2015 年
营业收入

2014 年

本年比上年增减

2013 年

1,334,488,974.13

1,553,656,763.68

-14.11%

1,697,467,734.4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27,128,617.61

32,243,308.34

-15.86%

70,190,876.0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
性损益的净利润

21,097,211.84

31,466,691.55

-32.95%

68,264,805.29

124,618,924.45

297,011,055.53

-58.04%

95,261,882.97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3

0.03

0.00%

0.07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3

0.03

0.00%

0.07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13%

1.36%

-0.23%

3.00%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015 年末

2014 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减

2013 年末

资产总额

3,878,821,597.33

4,041,240,577.04

-4.02%

4,351,048,684.2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2,408,034,075.23

2,381,857,246.08

1.10%

2,368,842,764.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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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4,286,246.19

386,061,091.64

305,301,957.65

308,839,678.6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9,262,691.78

20,902,383.16

5,895,731.68

-8,932,189.0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5,898,593.91

19,770,776.32

6,175,459.28

-10,747,617.67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79,094,717.04

-13,532,322.44

39,523,696.35

19,532,833.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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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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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5,792 前一个月末普通
股股东总数

年度报告披
露日前一个
0 月末表决权
恢复的优先
股股东总数

报告期末表决
83,7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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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巨力集团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杨建忠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持有有限售条件
的股份数量

股份状态

数量

20.03%

192,300,000

0

质押

192,300,000

境内自然人

5.21%

50,000,000

47,230,000

质押

39,130,000

杨建国

境内自然人

5.21%

50,000,000

47,830,000

质押

39,130,000

杨会德

境内自然人

3.02%

28,999,689

28,999,689

1.90%

18,208,900

0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 境内非国有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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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公司

人

河北乐凯化工工程设计
国有法人
有限公司

1.56%

15,000,000

0

嘉实资管－民生银行－
嘉实资本天行健 5 号资 其他
产管理计划

0.51%

4,918,917

0

西藏鸿烨投资有限公司

0.51%

4,895,238

0

0.38%

3,600,000

2,700,000

0.35%

3,389,568

0

张虹

境内自然人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中证 500 交易型
其他
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
金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上述股东中，巨力集团为公司控股股东；杨建忠、杨建国、杨会德为公司实际控制人，
与巨力集团存在控制关系；股东杨建忠、杨建国、杨会德系兄弟姐妹关系；杨建国与张
虹系夫妻关系，与公司存在关联关系；其他股东未知是否存在关联关系。

报告期内，公司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李明因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而持有公司股份 1,994,720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明（如有）
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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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建忠

杨建国

杨会德

注①

注①：杨建忠 27.50%、杨建国
27.00%、杨会德 23.50%、杨子 17.00%。

巨力集团有限公司
20.03%

杨子

注 ② ： 杨 建 忠 5.21% 、 杨 建 国
5.21%、 杨会德 3.02%。
注②

巨力索具股份有限公司

五、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1、报告期经营情况简介
（1）经营活动总体概况
报告期内，全球经济形势严峻复杂，经济复苏与增长依然乏力，不稳定、不确定性因素明显增多；国内经济增速放缓，
下行压力持续加大，传统制造业更是面临更加困难的经营局面。
在盈利愈发艰难的情况下，公司上至决策层、下至经营层持续的、一贯的不放松主营业务发展，根据产品特性及兼顾工
序协调等将原有15个生产制造厂合并成四个事业部，并建立了考核评比机制，事业部负责人全面负责辖区内生产制造厂的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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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合作及人员配置，极大的提升了工作效率与成本控制。同时，公司决策层结合未来市场需求走向，恰当实施对外投资计划，
以寻求新的利润增长点，确保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
报告期内，为夯实索具产品在中、高端市场的绝对份额及核心竞争力，公司持续加大技术研发、技术创新、主参编行业
标准，积极开展科研院、校、所合作；报告期内，公司完成技术研发、技术创新项目72项，完成专利申报33项，其中发明专
利10项；2015年6月，吊索具产业创新战略联盟成立，并召开第一届理事会。截至报告期末，该产业联盟已有6个研发项目进
入实施阶段，分别为：与某力学院合作开发的《链条渗硅铝耐磨防腐技术研究》项目；与某大学合作开发的《多层大直径单
股钢丝绳高效数值模拟技术的研究》、《110吨大型风电部件通用吊具装备开发》、《2.5MW风力发电机单体化专用吊具开
发 》、《3MW风力发电机单体化专用吊具开发 》项目；与某工程学院合作研发的《欧式起重机小车研发设计》项目。
报告期内，公司注册成立全资子公司保定巨力供热有限公司，主要是随着区域化城镇建设的加快，看好未来供暖的发展
前景，以开拓新的业务为公司提供新的利润增长点。后续为了改善供热公司的资产结构，提升公司核心竞争力，并对其进行
了增资。目前供热公司正常运行，财务状况良好。另，在军民融合的大背景下，公司积极组织并拓展该领域业务。一方面是
公司通过积极参与中国上市公司协会军工行业委员会组织的国防军工名单整理工作，并成功新增纳入中上协军工委国防军工
板块；另一方面是通过积极参与军方招标项目的竞争性谈判，并先后两次成功中标，在生产能力、产品质量方面均得到军方
认可，为后续深入拓展市场发展空间提供了保障。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总收入133,448.90万元人民币，同比下降14.11%；实现利润总额3,056.96万元人民币，同比下
降14.93%；实现净利润2,712.86万元人民币，同比下降15.86%。
（2）未来发展总体指导思想
报告期内，国内经济在从高速增长换挡至中高速增长的背景下，公司作为传统工业行业制造型企业，更是面临着比新兴
产业及其它服务行业更加巨大的压力和挑战。尤其是在传统工业行业转型升级的大背景下，公司亦制定了自己的转型方案，
从技术研发和产品设计角度，公司索具产品将向全能化、智能化、人性化、高可靠性、环境适应性以及机器人工程机械方向
发展；总体思路是以创新思路为核心、以质量优先为重点、以强化基础为切入点、以优化环境为目标。从市场拓展角度，公
司索具工程类产品将向工程项目上延伸并扩大，以品牌形象和管理为基础向贸易领域延伸，抓住军民融合、强军和改革的机
遇，深化公司在军品市场的影响力，寻求不断增加市场份额；总体思路是以市场为导向，以客户为关注焦点，以创造企业价
值为核心，缔造让顾客毫无后顾之忧的工程典范为目标。从主业发展角度，公司持续的、一贯的重视索具主业的未来发展，
但在传统工业行业持续低迷和面临转型升级的大背景下，为确保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公司不排斥、不排除、包括但不
限于通过资本运作或对外投资形式而达到稳定、提升公司业绩，展现公司投资价值的可能。总体思路是确保主业不动摇、健
康、可持续发展为基础，投资标的所处行业以持续稳定收益为核心，以为股东创造无限价值为根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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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营业收入

营业利润

毛利率

营业收入比

营业利润比

毛利率比上年

上年同期增减

上年同期增减

同期增减

合成纤维吊装带索具

248,561,550.58

70,424,289.51

28.33%

-13.23%

-8.06%

1.60%

钢丝绳及钢丝绳索具

375,132,434.16

85,960,444.57

22.91%

-13.72%

-7.02%

1.65%

工程及金属索具

559,332,663.76

145,134,376.15

25.95%

-9.90%

-3.34%

1.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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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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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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合并财务报表的合并范围包括本公司及全部子公司，本期新设子公司保定巨力供热有限公司。

4、董事会、监事会对会计师事务所本报告期“非标准审计报告”的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5、对 2016 年 1-3 月经营业绩的预计
□ 适用 √ 不适用

巨力索具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杨建忠
2016 年 3 月 2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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