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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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立信会计师事务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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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于 2018 年 4 月 19 日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以下分配预案：按公司总股本

91,470,000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股利 1.38 元（含税），共计分配现金红利

12,622,860.00 元，剩余未分配利润滚存至下一年度。 

以上利润分配预案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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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鸥股份 603269 /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刘立 蒋月恒 

办公地址 常州市武进经济开发区祥云路16号 常州市武进经济开发区祥云路

16号 

电话 0519-68022018 0519-68022185 

电子信箱 liuli@seagull-ct.com jiangyueheng@seagull-ct.com 

 

2 报告期公司主要业务简介 

（一）主要业务 



公司主要从事工业冷却塔的研发、设计、制造及安装业务，并依托自身产品和技术优势提供工业

冷却塔相关的技术服务。公司主要产品为机力通风冷却塔，具体包括：常规冷却塔（包括钢混结

构塔、玻璃钢结构塔和钢结构塔）、开式环保节能型冷却塔（包括节水塔、消雾塔、降噪塔和综合

塔）等。公司研制的工业冷却塔广泛应用于石化、冶金、电力等工业领域。 

 

（二）经营模式 

1、采购模式 

公司根据多年的经验积累，与主要供应商保持有良好的合作关系，材料供应充足、采购渠道通畅。

公司生产所需原材料、辅助材料均自行采购。公司设有采购部负责原材料的信息收集、市场调研

和采购活动，对生产所需的主要物资以及设备配件（包括钢材材料、化工材料、风机、标准件等）

采购时采用招标等方式。采购部通过竞标确定当年主要材料供应商。对于到厂材料，由公司技术

部门和质检部门检验合格后办理正式入库。对于不合格材料，由技术部门和质检部门通知采购部

办理退货。公司与国内主要供应商建立了良好的合作关系，生产所需原材料、辅助材料基本来源

于国内，市场供应充足。 

2、生产模式 

公司采用“以销定产”的生产模式。 

公司销售中心根据产品销售情况制定销售订单，生产部门根据销售订单制定生产计划表，同时将

销售订单和生产计划表分解至生产部门下属各车间，各车间据此制定计划，进行生产准备，实施

生产。公司销售部门、生产部以及品质保证部对生产结果及过程进行严格的监督和控制。 

3、销售模式 

冷却塔为定制化的非标设备。公司和行业内其他冷却塔厂商的主要销售模式均为直接销售。销售

合同主要通过项目投标获取。报告期内，常见的项目招标流程如下： 

（1）销售人员获取客户项目招标信息，并落实销售技术人员跟踪落实。 

（2）销售技术人员和工艺部技术人员了解客户对产品的具体要求，有针对性的完成产品方案初步

设计，做好售前深入调研。 

（3）据客户要求，销售中心与工艺部分工编制投标文件，包括商务标书和技术标书，参与项目投

标。 

（4）商务谈判中，对超出公司规定的价格范围、付款原则的情形，需逐级请示，获得批准。 

（5）订合同前，销售中心对合同进行评审，校对合同条款并与公司相关规定进行比较，明确不同



的条款，与客户进行沟通。 

（6）签署销售合同。 

（7）产品设计完成后，由销售中心下达生产任务通知单，通知生产部组织实施。 

（8）销售人员对产品的执行情况进行跟踪协调，并组织发货。依据合同约定，公司委派技术人员

到客户现场，指导安装、调试。 

（9）销售人员负责执行合同收款程序。 

 

（三）行业情况说明 

1、行业现状 

冷却塔是现代工业重要的配套设施，产品广泛应用于石化、冶金、电力等工业领域。冷却塔的功

能是工业循环水的冷却，并使之循环利用。冷却塔在应用初期是喷淋池的形式，以后发展成为拔

风筒形式，到 1924 年发展成为鼓风通风形式。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冷却塔获得重大突破，机力

通风冷却塔成为标准化塔型，得到快速发展。我国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开始对冷却塔进行了大量

深入研究，在八十年代取得了大量的研究成果，并推动国内冷却塔行业的快速发展。经过近几十

年的发展，我国冷却塔行业具有以下特点： 

（1）地域性分布特征 

工业冷却塔企业数量众多，主要集中在上海，江苏常州、无锡、吴江，浙江绍兴，广东广州、东

莞，山东德州、潍坊，河北沧州、枣强、衡水，河南沁阳地区。 

（2）销售规模偏小 

冷却塔市场参与企业众多，行业集中度不高。工业冷却塔年销售额 1 亿元以上规模企业不超过 10

家，年销售额 1,000 万元～1 亿元规模企业约为几十家。 

（3）技术能力有待提升 

冷却塔是多学科集成的综合产品，产品涉及材料、结构、传热传质、空气动力、流体力学等学科

领域。总体而言，我国冷却塔行业整体技术能力与国外厂商存在一定差距，技术能力有待提升。 

（4）研发投入 

从目前的情况看，大多数冷却塔企业研发投入严重不足，产品开发基本上靠模仿。主要有两个方

面的原因：一是知识产权保护不完善，二是无序化的市场竞争，产品利润不能满足研发所必须的

人力资源、资金及装备所需费用。 

2、市场需求分析 



冷却塔广泛应用石化、冶金、电力等工业领域，这些行业对冷却塔的需求具体分为两方面：一是

上述行业扩大产能、产业整合、产业升级等新增固定资产投资产生的新增设备需求（新建塔需求）；

二是受国家节能减排等政策因素的推动，上述行业进行节水、节能改造，产生的更新设备需求（改

造塔需求）。 

随着我国工业总体发展水平的不断提升，以及各工业领域技术水平、生产设备的更新换代，各工

业领域对于冷却塔的综合效能也提出了越来越高的要求。近年来，高效节能节水的冷却塔已经逐

步应用于石化、冶金、电力等工业领域，应用规模迅速扩大，应用范围日益广泛。此外，我国工

业技术的提升也催生了一批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冷却塔厂商走向国际市场，诸如东南亚、南亚、非

洲等地业主对我国产冷却塔的认可度逐渐提升，为国内品牌在上述地区的大规模推广应用奠定了

良好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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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年 2016年 

本年比上年 

增减(%) 
2015年 

总资产 1,241,428,309.10 1,047,780,160.45 18.48 995,125,068.23 

营业收入 565,325,055.77 539,230,743.84 4.84 554,433,411.72 

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净利润 

37,874,954.45 37,572,105.94 0.81 34,170,778.89 

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

润 

35,009,539.85 34,857,101.94 0.44 33,259,136.01 

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净资产 

628,021,250.35 427,311,037.55 46.97 396,679,693.39 

经营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量净额 

43,111,806.60 53,336,132.61 -19.17 14,412,196.08 

基本每股收益（元

／股） 

0.46 0.55 -16.36 0.50 

稀释每股收益（元

／股） 

0.46 0.55 -16.36 0.50 

加权平均净资产

收益率（%） 

7.02 9.17 减少2.15个百分

点 

8.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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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9,215,083.13 136,815,770.69 110,045,262.03 209,248,939.9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 
5,779,959.39 7,787,015.81 4,544,867.49 19,763,111.7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

净利润 

5,413,607.52 7,071,684.90 4,453,396.96 18,070,850.47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量净额 
8,108,187.20 16,252,313.25 -21,691,363.65 40,442,669.80 

公司客户主要集中在石油、化工、煤化工、页岩气、火电、核电、燃气电厂、余热电厂、清

洁能源电厂、冶金、太阳能、空分、造纸、电子、芯片、纺织、制药、制冷等领域。受行业惯例、

气候及节假日因素的影响，公司收入呈一定的季节性波动特征。上述单位一般在前一年年底规划

立项，来年初进行方案审查及工程招投标，年中开始实施。其次，我国北方地区冬季寒冷，影响

土建施工，且上半年春节元宵节等假期较为集中，工程进度可能因此放缓或暂停。 

受前述因素综合影响，公司下半年产品销售数量或服务完成的工作量一般多于上半年，下半

年实现的收入和现金流入一般高于上半年，呈现一定的季节性波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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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971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末的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14,9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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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敖大 0 17,525,000 19.16 17,525,000 无   境内自

然人 

吴祝平 0 12,250,000 13.39 12,250,000 无  境内自



然人 

杨华 0 5,679,600 6.21 5,679,600 无  境内自

然人 

江苏高晋创业投资有

限公司 

0 5,400,000 5.90 5,400,000 无  境内非

国有法

人 

张中协 0 4,100,000 4.48 4,100,000 无  境内自

然人 

江仁锡 0 3,139,500 3.43 3,139,500 无  境内自

然人 

于志华 0 3,075,000 3.36 3,075,000 无  境内自

然人 

常州南部投资有限公

司 

0 2,360,000 2.58 2,360,000 无  境内非

国有法

人 

闻建东 0 2,050,000 2.24 2,050,000 无  境内自

然人 

刘志正 0 1,644,500 1.80 1,644,500 无  境内自

然人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

的说明 

为强化对海鸥股份的共同控制关系、保证公司的持续高效运营，

金敖大、吴祝平于 2014 年 9 月 1 日签署了《一致行动协议》，

对历史上存在的一致行动事实进行了确认，并对如何继续在股

东大会和董事会层面实施一致行动作了明确、具体的安排，主

要条款包括：“2.1 双方确认，双方在对海鸥股份共同控制的合

作过程中，对海鸥股份的经营理念、发展战略、发展目标和经

营方针的认识一致，对海鸥股份的管理和经营决策已形成充分

的信任关系，双方决定保持以往的良好合作关系，在与海鸥股

份的管理和经营有关的事项的决策中继续采取一致行动，以保

证海鸥股份经营稳定并发展壮大。2.2 双方同意，自本协议签

署之日起，双方在以任何方式（包括但不限于行使董事职权，

直接或间接行使董事会召开提议权及股东大会召集权、提案权

和表决权等股东权利）决定、实质影响或参与决策与海鸥股份

经营方针、决策和经营管理层的任免等有关的事项时，必须事

先充分沟通、协商，就有关事宜达成一致行动决定，并按照该

一致行动决定在处理本条前述事项时采取一致行动。2.3 双方

同意，如在按照本协议第 2.2 条的约定进行充分沟通、协商后，

对该条所述事项仍无法达成一致行动决定，则以吴祝平的意见

为一致行动决定。3.1 双方承诺，自海鸥股份 A 股股票在证券

交易所上市之日起 36 个月内不以任何交易方式转让或者委托

他人管理其持有的海鸥股份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前已发行股份，

也不由公司回购该部分股份。”2017 年 3 月 9 日，金敖大、吴

祝平签署了《一致行动协议》之《补充协议》，约定：“2、在原

协议的基础上，双方同意并承诺自海鸥股份 A 股股票在证券交

易所上市后五个完整会计年度内在海鸥股份管理和经营有关事



项的决策中采取一致行动，不以任何方式解除一致行动安排。”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

股数量的说明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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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65,325,055.77 元，同比增加 4.84%；归属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为 37,874,954.45 元，同比增加 0.81%；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为



35,009,539.85 元，同比增加 0.44%；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净资产为 628,021,250.35 元，同比增

长 46.97%；基本每股收益 0.46 元/股，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基本每股收益 0.42 元/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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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详见第十一节第五点重要会计政策及会计估计“33.重要会计政策和会计估计的变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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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 2017 年 12 月 31 日止，本公司合并财务报表范围内子公司如下： 

子公司名称 是否纳入合并财务报表范围 

常州市金坛金鸥水处理有限公司 是 

常州金鸥水处理设备工程安装有限公司 是 

太丞（上海）工业设备有限公司 是 

海鸥冷却技术（亚太）有限公司[SEAGULL 

COLLING TECHNOLOGIES 

(ASIAPACIFIC)SDN.BHD] 

是 

太丞股份有限公司 是 

华盟有限公司 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