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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342                   证券简称：巨力索具                        公告编号：2018-047 

巨力索具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一、重要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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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应当到证监会指定媒体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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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年报的董事会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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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巨力索具 股票代码 002342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张云 李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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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电话 0312-8608520 0312-8608520 

电子信箱 juli@julisling.com juli@julisling.com 

2、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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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元） 772,120,089.13 726,112,221.64 6.3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13,145,952.42 20,145,309.22 -34.7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

性损益的净利润（元） 
6,011,989.18 9,353,263.94 -35.72%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16,748,852.73 7,327,856.98 128.56%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14 0.021 -33.33%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14 0.021 -33.33%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0.55% 0.83% -0.28%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减 

总资产（元） 4,003,055,059.91 4,108,452,825.73 -2.5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2,410,546,666.20 2,397,124,726.87 0.56%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105,975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如

有）（参见注 8） 
0 

持股 5%以上的普通股股东或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报告期末持

有的普通股

数量 

报告期内增

减变动情况 

持有有限售

条件的普通

股数量 

持有无限售条件

的普通股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巨力集团有限公

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20.03% 192,300,000 0 0 192,300,000 质押 16,908,400 

杨建忠 境内自然人 5.21% 50,000,000 0 37,500,000 12,500,000 质押 49,659,298 

杨建国 境内自然人 5.21% 50,000,000 0 37,500,000 12,500,000 质押 49,659,298 

杨会德 境内自然人 3.32% 31,900,000 +16,900,000 0 31,900,000   

中央汇金资产管

理有限责任公司 
国有法人 1.90% 18,208,900 0 0 18,208,900   

河北乐凯化工工

程设计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1.54% 14,800,000 0 0 14,800,000   

中国农业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中

证 500 交易型开

放式指数证券投

资基金 

国有法人 0.47% 4,470,068 +1,545,600 0 4,470,068   

姚军战 境内自然人 0.38% 3,600,000 0 0 3,600,000   

张虹 境内自然人 0.38% 3,600,000 0 2,700,000 900,000   

姚香 境内自然人 0.38% 3,600,000 0 0 3,6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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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

兄弟姐妹关系，与巨力集团存在关联关系；杨建忠与姚香为夫妻关系，杨建国与张虹为夫

妻关系，杨会德与姚军战为夫妻关系；其他股东未知是否存在关联关系。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明

（如有） 

公司大股东巨力集团于 2018 年 3 月 16 日将其持有的 4000 万股办理了融资融券业务，占其

所持股份比例 20.8%，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4.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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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控股股东报告期内变更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控股股东未发生变更。 

实际控制人报告期内变更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更。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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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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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在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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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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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否 

报告期内，国内经济延续了总体平稳、稳中向好的发展态势。经济结构优化升级，民间投资、制造业投

资也呈现改善趋势。代表技术进步、转型升级和技术含量比较高的相关产业和产品增加值增长速度较快。国

际环境不确定性、不稳定性有所上升。报告期内世界经济呈现复苏态势，同时伴随着分化，世界贸易保护主

义持续升温，由美国单方面挑起的中美贸易摩擦对中美两国经济产生一定影响。 

报告期内，公司管理层按照既定的发展战略与经营计划，持续加大新产品研发的投入力度，提高技术成

果转化能力，大力开展索具工程类项目的开展，继续巩固和做优做强索具业务，提升盈利能力。公司各个生

产制造厂突破瓶颈，产量稳步增长，按照年初制定的任务，结合各厂的实际情况确保各项任务有条不紊的顺

利完成，人均产量、产值均有上升。 

（一）技术研发方面 

报告期内，公司主编参编国家标准、行业标准以及地方标准 5 项，主要有《钢丝绳吊索使用安全规范和

检验规程》、JB/T9007《滑车》、JT/T449《公路悬索桥吊索》等；完成专利申报 24 项，其中发明专利 5 项，

实用新型专利 19项，取得实用新型专利证书 17项，其中获得实用新型专利的项目主要有：“一种深海勘探

器用收放索”、“一种系泊转环”、“一种水下旋转导链器”、“一种电动机械一体式抽穿大自重销轴简易

实用机构”等；《大型构件多功能吊具》、《大型风电部件自动控制平衡通用吊具研发》项目分别获得保定市科

技进步奖一、二等奖；《大型工程拉索用密封钢丝绳》项目顺利通过河北省科技成果鉴定，成果达到国内领先

水平。公司积极开展与高校的产学研合作项目，其中由河北省科技厅组织的省级项目《内孔母线挤压成形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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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在锻造索具接头上的应用》顺利通过验收工作。 

（二）技术成果转化 

报告期内，公司取得了多项技术成果，并凭借着公司强大的生产能力与专业的生产技术，顺利实现了技

术成果转化，为公司取得了利润与口碑。 

公司成功下线国内最大直径的镀锌-5%铝稀土合金密封钢丝绳，该钢丝绳破断拉力及钢丝绳直径均创造了

国内锌铝合金镀层密封钢丝绳之最；成功下线额载 750T，长 7.5 米单臂石油吊环产品，标志着我公司在石油

领域产品研发方面取得了重大突破。公司成功制造出国内起重力矩最大、功能最全的全回转架梁起重机。 

公司承揽的广州龙德大桥项目，是国内首个以链条为主体的大桥项目，大桥连接方式先进新颖，该设计在国

内有较大影响，为今后此类链条大桥制造树立了样板。公司签订风电 2.0MW 单叶片吊具，成功实现了国产化

替代，开创了风电吊具新局面。 

报告期内，世界最大无轴式摩天轮-白浪河大桥摩天轮在山东潍坊滨海区落成并正式投入运营，该工程全

部拉索产品均由公司研发制造。潍坊白浪河大桥摩天轮不仅是目前世界上最大的无轴式摩天轮，也是世界上

首次采用编制网络形式的无轴式摩天轮，首次无轴式轮桥合一形式的摩天轮。 

（三）工程项目 

公司顺利有序的推进卡塔尔世界杯主体育场项目，完成了巨力索具股份有限公司（卡塔尔分公司）的注

册工作，并签订分包商合同。 

公司成功中标国家速滑馆高钒封闭索采购项目，该项目是北京 2022 年冬奥会标志性建筑，双曲马鞍形索

网跨度是世界体育场馆之最，开创了我国国内首次大型工程密封拉索国产化的先河，打破了国际产品的垄断，

为公司今后承接国内大型工程用密封拉索奠定了监事的基础。 

公司顺利完成河北平山白鹿温泉玻璃吊桥施工，此项目为公司总承包，是目前国内在建的跨度最大的玻

璃吊桥。 

公司签订的其他项目有：埃及苏赫娜集装箱码头钢拉杆项目、全球最大的国际会展中心深圳新国际会展

中心项目、贵州罗甸一号悬索桥主缆吊索项目、山西通达街跨汾河桥悬索桥项目、华电重工电厂拉索项目、

中建三局二公司黄石新港路斜拉桥项目、江苏小洋口板桩码头项目等等。 

（四）应急装备 

巨力应急装备公司积极组织相关项目的招投标、研发立项和开拓市场。巨力应急装备公司成立各项工作

组，集中力量针对细分市场进行开发，争取在未来的配载任务中占据有利地位，并逐步形成以特种装备器材、

配套器材、安全防护器材、捆绑加固器材、应急和抢修器材为主体的产业体系，并形成“以点带面”主体产

业逐渐外延的远期战略构想。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总收入 77,212.00 万元人民币，同比增 6.34%；实现利润总额 1,623.82 万元人民

币，同比下降 26.87%；实现净利润 1,314.60 万元，同比下降 34.74%。 

2、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1）与上一会计期间财务报告相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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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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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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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上一会计期间财务报告相比，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 

 

 

 

 

 

 

 

 

 

                                                  巨力索具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杨建忠 

                                                  2018 年 8 月 1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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