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杭萧钢构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 ２５００ 万股 Ａ 股网上路演公告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发行字［２００３］１２９ 号文核准，浙江杭萧钢构
股份有限公司将于 ２００３ 年 １０ 月 ２４ 日采用全部向二级市场投资者定价配售方式
首次公开发行Ａ股 ２５００ 万股，发行价格 １１．２４ 元／股。根据中国证监会《关于
新股发行公司通过互联网进行公司推介的通知》，为便于投资者了解发行人基本
情况、发展前景和本次发行有关安排，发行人和主承销商大鹏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定于 ２００３ 年 １０ 月 ２２ 日（星期三）１４：００－－－－１８：００ 于全景网络举行网上路
演，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
本次发行的《招股说明书摘要》于 ２００３ 年 １０ 月 ２１ 日刊登在《证券时报》、
《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上，提请广大投资者关注。
１、网上路演网址：ｈｔｔｐ／／ｗｗｗ．ｐ５ｗ．ｎｅｔ。
２、参加人员：浙江杭萧钢构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管理层主要成员及主承
销商大鹏证券有限责任公司管理层相关人员。

浙江杭萧钢构股份有限公司
2003 年 10 月 21 日

浙江杭萧钢构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招股说明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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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承销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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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杭萧钢构股份有限公司
招 股 说 明 书
发行股票类型：人民币普通股（Ａ 股）
发行数量： ２，５００ 万股
项目

面值

发行价格

发行费用

募集资金

每股（元）

１．００

１１．２４

０．７０

１０．５４

合计（元）

２５，０００，０００

２８１，０００，０００

１７，４２０，９００

２６３，５７９，１００

发行方式：网上定价配售
发行日期：２００３ 年 １０ 月 ２４ 日
拟上市证券交易所：上海证券交易所
主承销商：大鹏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发行人董事会声明
发行人董事会已批准本招股说明书及其摘要，全体董事承诺其中不存在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公司负责人和主管会计工作的负责人、会计机构负责人保证招股说明书及其摘要
中财务会计报告真实、完整。
中国证监会、其他政府机关对本次发行所做的任何决定或意见，均不表明其对本
发行人股票的价值或投资者收益的实质性判断或保证。任何与之相反的声明均属虚假
不实陈述。
根据《证券法》等的规定，股票依法发行后，发行人经营与收益的变化，由发行人
自行负责，由此变化引致的投资风险，由投资者自行负责。
投资者若对本招股说明书及其摘要存在任何疑问，应咨询自己的股票经纪人、律师、
专业会计师或其他专业顾问。

招股说明书签署日期：２００３ 年 ９ 月 １７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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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风险提示
、

１、公司近三年保持着较快的成长速度。随着公司业务拓展和规模扩张，公

司经营管理的复杂程度将随之增大，公司能否建立起与之相适应的组织模式和
管理制度，形成有效的激励与约束机制，将是保证公司持续快速发展的关键。
２

２、本次股票发行后，单银木先生将持有本公司 ３６．１２％的股份，成为相对控
股股东，发起人潘金水、戴瑞芳、许荣根、陈辉先生都已与单银木先生有了多年
的共事与合作，存在对公司共同控制的可能。如果这些股东利用其控股地位，
通过行使表决权对本公司的人事、经营决策等进行控制，可能给公司经营及其
他股东利益带来一定的风险。
、

３、２０００、２００１、２００２ 年度公司主营业务利润率呈下降趋势，由于市场竞争

的日趋激烈，公司的主营业务利润率存在进一步下降的风险。
公

４、２００３ 年 ６ 月 ３０ 日，公司的资产负债率为 ６７．４３％，且流动负债规模较大，

占负债总额 ８７．７９％；流动比率 ０．７２，速动比率 ０．４５，可能面临无法偿还短期债务
的风险。
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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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

义

本招股说明书中，除非上下文另有说明，下列词语具有如下意义：
本公司／公司／发行人／杭萧钢
构／股份有限公司／股份公司：

指浙江杭萧钢构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章程：

指浙江杭萧钢构股份有限公司章程；

公司股东大会：

指浙江杭萧钢构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大会；

公司董事会：

指浙江杭萧钢构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公司股东会：

指杭州杭萧钢结构有限公司股东会／萧山市杭
萧轻型钢房制造有限公司股东会；

机械结构：

指杭州杭萧机械结构发展有限公司；

安徽杭萧：

指安徽杭萧钢结构有限公司；

芜湖杭萧：

指芜湖杭萧机械结构有限公司；

河南杭萧：

指河南杭萧钢构有限公司；

洛阳杭萧：

指洛阳杭萧机械结构有限公司；

山东杭萧：

指山东杭萧钢构有限公司；

青岛杭萧：

指青岛杭萧机械结构有限公司；

杭州金剑：

指杭州金剑钢结构检测有限公司；

芜湖检测：

指芜湖杭萧理化检测有限公司

江西杭萧

指江西杭萧通力钢构有限公司

杭萧房产：

指杭州杭萧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萧二建：

指浙江国泰建设集团有限公司／杭州萧山第二
建筑工程有限公司／萧山市第二建筑工程有限
公司；

靖江金属：

指靖江地方金属材料有限公司；

建设部：

指中华人民共和国建设部；

国家经贸委：

指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贸易委员会；

本次发行：

指本公司本次发行 ２，５００ 万每股面值为人民币
壹元的普通股（Ａ 股）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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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本公司本次发行的 ２，５００ 万股每股面值为人
民币壹元的普通股（Ａ 股）；

中国证监会：

指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元：

指人民币元；

公司法：

指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证券法：

指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主承销商：

指大鹏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承销团：

指以大鹏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为主承销商组成的
承销团；

萧山市／萧山区：

指现在的杭州市萧山区。

专业术语
“双高一优”：

指高新技术产业化、高新技术改造传统产业、优化重点
产品和技术结构；

Ａ 管理模式：

指企业内部的行政管理模式，它强调：受监督的个人负
责制；企业运作以预算为核心；一个上级的原则；既无
重叠，又无空白的分工原则；逐级指挥、逐级报告；鼓
励员工的雄心；企业的命运不能依赖个别能人的原则等
一系列原则；

ＣＡＤ：

指计算机辅助设计；

ＣＡＭ：

指计算机辅助制造；

建筑钢结构／钢结构：

指用钢板和热轧、冷弯或焊接型材（工字钢、Ｈ 型钢、
压型钢板等）通过连接件（螺栓、高强螺栓等）连接而
成的能承受荷载、传递荷载的结构形式；

高 层 钢 结 构 ／高 层 建

通常指十层（含）以上居民建筑和 ２４Ｍ（含）以上的其

筑钢结构：

它民用建筑，主要采用型钢、钢板连接或焊接成构件，
再经连接、焊接而成的结构体系；

轻钢结构 ／ 轻 型 钢 结

指用冷弯薄壁型钢或是用断面较小的型钢组成骨架，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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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彩色压型钢板或其它轻型材料做成围护结构的结构
体系以及以轻型刚架为主要承重结构，用彩色压型钢板
或其它轻型材料做成围护结构的单层或多层结构体系；

多层钢结构

是界于高层和低层建筑的一种常见建筑形式。多层钢结
构住宅是量大面广的工程类型，它的启动将为建筑钢结
构开辟新的应用领域。由于多层钢结构造价比混凝土结
构要低得多，因此，不久可望出现轻钢结构住宅建设的
热潮；

空间结构

从功能上讲是指能够形成较大的连续空间的结构体系，
主要包括网架、网壳、索－膜结构以及组合、杂交结构。
其特性是：连续的大跨度、大空间、大面积，并具有外
观轻巧、美观、具有现代感的线性。广泛应用体育馆、
会议厅、展馆、活动中心等大型公共活动建筑；

矩形钢管混凝土结构

指在矩形钢管内浇注混凝土并由矩形钢管和管内混凝

／钢管混凝土结构：

土共同承担作用的构件所组成的结构；

钢－砼组合结构：

指钢材（如：工字钢、Ｈ 型钢、压型钢板、钢管等）与混
凝土组合形成新的构件，由这些构件形成的受力结构形
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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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投资者
对本招股说明书有任何疑问，请咨询本次发行主承销商及发行人。投资者应依据本招股
说明书所载资料作出投资决定。本公司并未授权任何人士向任何投资者提供与本招股说明书
所载不同的资料。任何未经本公司及主承销商授权刊载的资料或声明均不应成为投资者依赖
的资料。本招股说明书的摘要同时刊登于《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

第一章

概

览

本概览仅对招股说明书全文做扼要提示。投资者做出投资决策前，应认真阅读
招股说明书全文。

一、发行人简介
１、本公司的业务及业务模式
本公司属于建筑钢结构行业，主要是针对顾客的需求，提供钢结构的设计、制
作、安装一体化服务。公司拥有建设部颁发的钢结构专业承包壹级资质（资质证书
编号 Ｂ１０８４０３３０１８１０２）、建设部颁发的专项工程设计甲级资质（资质证书编号 １５６９
号）。
钢结构是一种广泛用于建筑领域的结构形式。由于钢结构体系具有自重轻、安
装容易、施工周期短、抗震性能好、投资回收快、环境污染少等综合优势，与钢筋
混凝土结构相比，更具有在“高、大、轻”三个方面发展的独特优势，在全球范围
内，特别是在西方发达国家，钢结构在建筑工程领域中得到合理、广泛的应用。
按目前通常的分类，钢结构行业包括高层钢结构、轻型钢结构、空间钢结构、
住宅钢结构、桥梁钢结构 ５ 大子类。现阶段，本公司业务主要集中于轻钢结构和多
层及高层用钢—砼组合钢结构两方面。
本公司的业务采用“加工制作”＋“服务”的模式。目前已完成的典型的工程
有：上汽集团奇瑞汽车厂房、中国东方通信集团东方通信城、安徽海螺型材厂房和
杭州瑞丰国际商务大厦等，本公司目前正在承做的典型工程有：６６ 层高的武汉国际
证券大厦及浙江台州广电中心的钢结构工程等。
本公司致力于实现中国建筑钢结构产业化，采取订单式生产和服务的方式。详
细的业务模式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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钢结构及构件专业化设计

招投标合同签署

钢构件的工厂化制作

质 量 控 制

原辅材料
采购

钢结构及构件
的标准化安装

建筑钢结构工程

２、本公司发起人
本公司成立于 １９９４ 年。２０００ 年 １２ 月 ２８ 日，经浙江省人民政府企业上市工作
领导小组浙上市［２０００］６５ 号批准，由“杭州杭萧钢结构有限公司”整体变更为“浙
江杭萧钢构股份有限公司”，注册资本 ５，２３６．６８２３ 万元。公司发起人为单银木先生、
潘金水先生、戴瑞芳先生、浙江国泰建设集团有限公司、陈辉先生、许荣根先生、
靖江地方金属材料有限公司、浙江省工业设计研究院，本次发行前各发起人所持本
公司的股份如下表所示：
股

东

名

称

持股数量（万股）

所占总股本比例（％）

单银木

２，７９４．２９３７

５３．３６

潘金水

８６５．６２３６

１６．５３

戴瑞芳

６２２．６４１５

１１．８９

浙江国泰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５２３．６６８２

１０．００

陈辉

１３６．６７７４

２．６１

许荣根

１３６．６７７４

２．６１

靖江地方金属材料有限公司

１０４．７３３７

２．００

５２．３６６８

１．００

５，２３６．６８２３

１００．００

浙江省工业设计研究院
合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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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本公司所处的行业及竞争优势
钢结构是一种广泛用于建筑领域的结构形式，也 是一种较为符合产业化生产方
式的结构形式。它容易实现设计的标准化、构配件生产的工业化、施工的机械化和
装配化；能够进行标准化的设计，系列化的开发、集约化的生产和社会化供应。
建筑钢结构产业在我国尚属起步阶段，有较大的发展潜力。在建筑钢结构用材
方面，日本 1998 年的建筑钢结构用钢量约为 800 万吨，占钢材总产量的 13%，而
2000 年，我国建筑钢结构用钢量约为 200 余万吨，仅占钢材总产量 1.5%左右（《建
筑钢结构进展》2001 年第 3 期）。根据建设部等有关部门于 2000 年颁布的《中国建
筑技术政策》（1996－2010）及《国家建筑钢结构产业“十五”计划和 2015 年发展
规划纲要（草案）》（以下简称“纲要”）制定的发展目标，“十五”期间，争取全国
建筑钢结构用钢量达到钢材总产量的 3%左右，到 2015 年争取年全国建筑钢结构用
钢量达到钢材总产量的 6%左右。钢结构行业将面临广阔的市场前景和良好的发展
机遇，钢结构产业发展空间巨大。
本公司目前的业务专注于轻钢结构及高层建筑钢结构。与国内钢结构企业相
比，本公司具有以下竞争优势：
（1）技术力量雄厚。公司拥有设计技术开发人员 70 名，专门从事建筑钢结构
体系研究开发与设计，其中教授 1 名，高级工程师 14 名，硕士 5 名，并与浙江大
学联合组建了“浙江大学杭萧钢构研究开发中心”。本公司的“高层建筑钢—砼组
合结构开发及产业化”项目被国家经贸委列为 2000 年国家技术创新重点专项计划，
“高层钢结构建筑生产线扩建项目”被国家经贸委列入 2001 年国家重点技术改造
“双高一优”导向计划。公司在国内建筑钢结构技术标准化领域，是多项国家规范、
规程和标准编制或修订单位之一。公司是全国首批建筑钢结构定点企业，中国工程
建设标准化协会常务理事，中国建筑金属结构协会常务理事，全国轻型钢结构技术
委员会委员单位，２００２ 年公司被浙江省科技厅认定为“浙江省高新技术企业”。
（2）公司是国内最早从事轻钢结构生产的厂家之一，在市场上拥有相当的知
名度和品牌形象。公司在技术、管理、市场开发等方面积累了一定的经验。本公司
经过多年的努力，已建立了设计技术中心、理化试验中心，计算机辅助设计系统、
计算机网络管理系统，加之从日本、新西兰、美国引进的电脑数控钢结构生产线，
能够快捷高质量地为顾客提供设计、制作和安装一体化服务。近年来，公司为国内
外几百家业主设计建造了飞机库、大型汽车制造厂厂房、化工车间厂房、纺织车间
厂房、大型仓库、办公楼、医院、桥梁等优质的钢结构建筑工程。
（3）公司的设备先进。目前公司的关键设备主要来自于日本、美国、新西兰
等国家，大部分采用电脑数控，质量好、效率高，在国内同行中处于领先水平。
（4）公司拥有一定的成本优势。公司经过多年的发展，已具有了一定的规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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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势，效率较高，综合成本低。同时通过在市场重点开发地区设立子公司建立生产
基地的方式，在劳动力成本、运输成本、原材料成本方面都具备了一定的优势。
（5）在全国重点地区，已建立了自己的营销网络。本公司作为建筑钢结构产
业的领先者之一，在全国 14 个主要城市建立了营销网络，业务主要分布在全国 9
个省、市、自治区。
（6）公司盈利能力强，资产运营质量好。2000 年、2001 年、2002 年全面摊薄
法计算的净资产收益率分别为 ２３．２５％、２５．８７％和 ４１．２７％，公司盈利能力强，资本
的回报率高。
（７）公司的银行信誉高，现金流量好。公司从 １９９７～２００２ 年信用等级被杭州
市企业信用评级委员会和杭州资信评估公司确认 ＡＡＡ 级。２００２ 年度经营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量净额为 ４，５７５．６２ 万元（每股经营活动产生现金流量净额为 ０．８７ 元），能
为公司的发展提供一定的现金支持。
（8）公司机制灵活。公司通过为员工创造良好发展空间，更容易吸引到优秀
的高级技术人才和管理人才。同时，面对市场竞争的变化，反应快，更善于把握市
场发展的脉搏，从而取得先发竞争优势。
4、本公司发展目标
本公司作为以科技创新为导向的致力于实现中国建筑钢结构产业化的企业，其
发展的目标将分为两阶段：①近期的发展目标主要集中在规模扩张，推广应用本公
司开发的钢结构新技术和产品，加强品牌建设；②中远期发展目标将是通过加大科
技投入，吸引优秀的高级技术人才和高级管理人才，把公司发展成为一个以技术和
服务为主导的行业领先者。
公司目前的竞争策略是：①在继续扩大公司在建筑轻钢结构的市场份额基础
上，推广公司的新型高层建筑钢结构——矩形钢管混凝土结构。②通过建立差别竞
争优势、实行品牌竞争；分区域、有重点、有步骤地发展销售渠道，完善市场营销
网络及本地化生产基地。

二、主要财务数据
根据经北京中天华正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出具的［中天华正（京）审[2003]
088 号］审计报告审计的财务报告，公司 ２０００、２００１、２００２ 年及 ２００３ 年 １－６ 月的主
要财务数据如下：
单位：万元

1、合并资产负债表主要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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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０３年６月３０日

２００２年１２月３１日

２００１年１２月３１日

２００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资产总计

８２，８６５．６８

６１，２３４．５０

２９，０２１．１３

２４，８８４．０９

负债总计

６６，０９８．４８

４９，０６２．６５

２１，７７５．５０

１９，８７９．２７

流动负债

５８，０３０．３４

４２，９９４．５１

１８，７０７．３６

１９，８１１．１２

长期负债

８，０６８．１４

６，０６８．１４

３，０６８．１４

６８．１４

所有者权益

１３，９２３．０３

１０，６５２．９０

６，４５６．２０

４，９１４．５５

单位：万元

2、合并利润表主要数据
项

目

２００３年１－６月

２００２年度

２００１年度

２０００年度

主营业务收入

６０，７１０．５７

６３，６３８．０９

３０，９５９．１７

１２，４４９．９３

主营业务利润

８，０３１．４８

１１，５４２．８４

６，６５３．４４

３，３４０．７７

营业利润

３，８６４．２９

５，３６８．７１

２，７２５．７９

１，０５６．７１

利润总额

３，８３０．６０

５，２５９．４１

２，３７９．８６

１，０４６．４７

净利润

３，２９４．９０

４，３９６．７１

１，６７０．５１

１，１４２．５７

单位：万元

3、合并现金流量表主要数据
项

目

２００３年１－６月

２００２年度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６，０６３．０３

４，５７５．６２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６，８６０．７０

－１５，５０３．５７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５，７１４．２８

９，３２９．３９

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

４，９１６．６１

－１，５９８．３９

三、本次发行情况及募股资金主要用途
公司本次发行拟向社会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Ａ 股）２，５００ 万股，以网上定
价配售方式发行。每股发行价格 １１．２４ 元，按 ２００２ 年度盈利水平计算的全面摊薄
市盈率为 １３．３８ 倍，发行总市值 ２８，１００ 万元。
如本次发行成功，扣除发行费用后，预计可募集资金 ２６，３５７．９１ 万元。根据国
家产业政策和本公司发展规划，本公司拟将本次发行所募资金用于以下 ３ 个项目，
初步形成以高层钢结构为拳头产品，轻钢结构、高层钢结构、住宅钢结构三大产品
系列，年生产能力达到并超过 20 万吨，成为行业内具规模优势、技术优势和品牌
优势的领先者。
１、投资 １８，２６６ 万元建设“高层钢结构建筑生产线扩建”项目。该项目被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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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贸委确定为第二批国家重点技术改造“双高一优”项目。本项目所建设推广的矩
形钢管混凝土结构是一种新型的建筑钢结构，它综合利用了钢材和混凝土两种材料
的优点，具有承载力高、塑性韧性好、抗震性好的显著优点，技术经济指标及耐火
性能均优于纯钢结构，具有广阔的市场前景。
该项目已经国家经贸委以国经贸投资［２００２］１１１ 号授权，浙江省经济贸易委员
会以浙经贸投资［２００２］３４０ 号文《关于浙江杭萧钢构股份有限公司高层钢结构建筑
生产线技改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的批复》批准。项目总投资 １８，２６６ 万元，其中固
定资产投资 １５，５６６ 万元，铺底流动资金 ２，７００ 万元。
２、投资 ６，０１０ 万元建设“引进高性能钢建筑围护系统设备技改”项目。该项
目引进国际先进的、高效率的金属板材成型设备，与公司现有的 Ｈ 型钢机械化钢结
构构件加工生产线组成整个建筑轻钢结构生产系统，该项目的建设在国内居于领先
水平。
该项目已经浙江省经济贸易委员会以浙经贸投资［２００２］４１９ 号文《关于浙江杭
萧钢构股份有限公司引进高性能钢建筑围护系统设备技改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的
批复》批准。项目总投资 ６，０１０ 万元，其中固定资产投资 ４，８１０ 万元，铺底流动资
金 １，２００ 万元。
３、投资 ４，１７０ 万元建设“全自动轻钢结构焊接生产线技术改造”项目。本项
目引进国际先进的、高效率的全自动轻钢焊接生产线设备，改进现有的机械化钢结
构件加工生产线。该项目的建设在国内居于领先水平。
该项目已经浙江省经济贸易委员会以浙经贸投资［２００２］４１８ 号文《关于浙江杭
萧钢构股份有限公司引进全自动轻钢结构焊接生产线技改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的
批复》批准。项目总投资 ４，１７０ 万元，其中固定资产投资 ３，８７０ 万元，铺底流动资
金 ３００ 万元。
以上项目详见本招股说明书第十一章“募股资金运用”。
本公司将根据本次发行所募集资金量，按以上述顺序安排投资项目，资金不足
部分拟通过自有资金和银行贷款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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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发行概况

一、本次发行的基本情况
１、股票种类：人民币普通股（Ａ 股）
２、每股面值：１．００ 元
３、发行股数：２，５００ 万股，占发行后总股本的比例：３２．３１％
４、每股发行价：１１．２４ 元
５、发行总市值：２８，１００．００ 万元
６、发行市盈率：１３．３８ 倍（按 ２００２ 年度盈利水平计算的全面摊薄市盈率）
７、发行前每股净资产：２．７７ 元（以 ２００３ 年 ６ 月 ３０ 日经审计的母公司数据为
依据）
８、发行后每股净资产：５．２８ 元（按全面摊薄法计算，未含 ２００３ 年 ６ 月 ３０ 日至
发行时产生的利润，已扣除发行费用）
９、发行方式：网上定价配售
１０、发行对象：招股说明书摘要刊登日收盘后持有上海证券交易所或深圳证券
交易所已上市流通股人民币普通股股票的收盘市值总和（包括可流通但暂时锁定的
股份市值）不少于 １０，０００ 元（上海证券交易所和深圳证券交易所的股票市值不可
合并计算）的投资者
１１、承销方式：余额包销，由大鹏证券有限责任公司组织承销团包销
１２、本次发行预计实收募股资金：２６，３５７．９１ 万元
１３、发行费用概算：总额为 １，７４２．０９ 万元，其中
项 目 费 用

金额（万元）

承销费

843.00

上市推荐费

50.00

审计费、验资费

130.00

审核费

3.00

律师费

80.00

发行手续费
股票登记费用

98.35
7.74

宣传路演费

300.00

可研编制\评审费

150.00

1- 1- 16

浙江杭萧钢构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招股说明书

差旅费
合

80.00

计

１７４２．０９

二、本次发行的有关当事人
１、发 行 人 ：浙江杭萧钢构股份有限公司
住

所：杭州市萧山区新街镇盛东村

法定代表人：单银木
联

系

人：来巧红、陈玉兴

电

话：（０５７１）８７２４６７８８—８０１０、８０１３

传

真：（０５７１）８７２４０４８４

２、主承销商 ：大鹏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住

所：深圳市深南东路 ５００２ 号信兴广场地王商业中心商业大楼八层

法定代表人：徐卫国
联 系 人：冯洪全、尤凌燕
电

话：（０７５５）８２４６３３８８－８９６６

传

真：（０７５５）８２４６２３９１

地

址：深圳市深南东路 ５００２ 号信兴广场地王商业中心商业大楼九层

邮

编：５１００８１

３、副主承销商：第一创业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住

所：深圳市笋岗路 １２ 号中民时代广场 Ｂ 座 ２５、２６ 层

法定代表人：刘学民
联

系

人：杨兆琰

电

话：０１０－８５２８５００７ ８５２８５１２０－１０５

传

真：０１０－８５２８５００４

地

址：北京市安外外馆斜街甲一号泰利明苑 Ａ 座 ５ 层

邮

编：１０００１１

４、副主承销商：东莞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住

所：东莞市莞城区可园南路一号

法定代表人：周建辉
联

系

人：甘建明、陈建芬

电

话：（０７６９）２１１８６４２、２１１９２５３

传

真：（０７６９）２１１９２８５

地

址：东莞市莞城区可园南路 １ 号金源中心 ３０ 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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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５２３００８

５、分 销 商：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住

所：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北路 １８３ 号大都会广场

法定代表人：陈云贤
联

系

人：陈植

电

话：（０２０）８７５５５８８８－５２７

传

真：（０２０）８７５５３５８３

地

址：广州市天河北路 １８３ 号大都会广场 ３８ 楼

邮

编：５１００７５

６、分 销 商：申银万国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住

所：上海市常熟路 １７１ 号

法定代表人：王明权
联

系

人：王刚

电

话：０２１－６４４５５４４３

传

真：０２１－６４４５７９８２

地

址：上海市常熟路 １７１ 号

邮

编：２０００３１

７、分 销 商：中国银河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住

所：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 ３５ 号国际企业大厦 Ｃ 座

法定代表人：朱利
联

系

人：张建刚

电

话：０１０－６６５６８０７２

传

真：０１０－６６５６８０２１

地

址：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 ３５ 号国际企业大厦 Ｃ 座

邮

编：１０００３２

８、分 销 商：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住

所：深圳市益田路江苏大厦 Ａ 座 ３８－４５ 层

法定代表人：宫少林
联

系

人：李海群

电

话：（０７５５）８２９４３１４６

传

真：（０７５５）８２９４３１４２

地

址：深圳市福田区益田路江苏大厦 Ａ 座 ３９ 楼

邮

编：５１８０２６

９、分 销 商：湘财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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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湖南省长沙市黄兴路 ６３ 号中山国际大厦 １２ 楼

法定代表人：陈学荣
联

系

人：热孜叶

电

话：（０２１）６８６３４５１８

传

真：（０２１）６８６３４５１８

地

址：上海浦东银城东路 １３９ 号华能联合大厦 ５ 楼

邮

编：２００１２０

１０、分 销 商：西南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住

所：重庆市渝中区临江支路 ２ 号合景国际大厦 Ａ 座

法定代表人：张引
联

系

人：赵菲

电

话：０１０－８８０９２２８８

传

真：０１０－８８０９２０３７

地

址：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 ３５ 号国际企业大厦 Ａ 座 ４ 层

邮

编：１０００３２

１１、分 销 商：新疆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住

所：新疆乌鲁木齐市解放北路 １ 号

法定代表人：高虎
联

系

人：刘军保

周萍萍

电

话：（０９９１）２３０８６６３

传

真：（０９９１）２３０１１１１－８０２５

地

址：新疆乌鲁木齐市解放北路 １ 号通宝大厦

邮

编：８３０００２

１２、上市推荐人：大鹏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住

所：深圳市深南东路 ５００２ 号信兴广场地王商业中心商业大楼八层

法定代表人：徐卫国
联

系

人：冯洪全

电

话：（０７５５）８２４６３３８８－８９６６

传

真：（０７５５）８２４６２３９１

地

址：深圳市深南东路 ５００２ 号信兴广场地王商业中心商业大楼九层

邮

编：５１００８１

１３、上市推荐人：第一创业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住

所：深圳市笋岗路 １２ 号中民时代广场 Ｂ 座 ２５、２６ 层

法定代表人：刘学民

1- 1- 19

浙江杭萧钢构股份有限公司
联

系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招股说明书

人：杨兆琰

电

话：０１０－８５２８５００７ ８５２８５１２０－１０５

传

真：０１０－８５２８５００４

地

址：北京市安外外馆斜街甲一号泰利明苑 Ａ 座 ５ 层

邮

编：１０００１１

１４、发行人聘请的律师事务所 ：北京市竞天公诚律师事务所
住
负

所：北京市朝阳门外大街 ２０ 号联合大厦 １５ 层
责

人：张绪生

经办律师：张绪生、白

维

电

话：（０１０）６５８８２２００

传

真：（０１０）６５８８２２１１

１５、会计师事务所 ：北京中天华正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住
负

所：北京东长安街 １０ 号长安大厦 ３ 层
责

人：梁

春

经办会计师：付丽君、李旭冬
电

话：（０１０）６５２６３６１５

传

真：（０１０）６５１３０５５５

１６、发行人聘请的财务顾问：北京京放投资管理顾问有限责任公司
住

所：北京朝阳区北辰东路 ８ 号京放办公楼

负

责

人：汪

洪

联

系

人：杨维彬

电

话：（０１０）８４９８６１７６

传

真：（０１０）８４９８６１６９

１７、股票登记机构：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
住
总

所 ：上海市浦东新区陆家嘴东路 １６６ 号中国保险大厦 ３６ 楼
经

理：王迪彬

电

话：（０２１）３８８７４８００

传

真：（０２１）６８８７５８０２

邮

编：２００１２０

发行人与本次发行有关的中介机构及其负责人、高级管理人员及经办人员之间
不存在直接或间接的股权关系或其它利益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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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上市前的有关重要日期
１、发行公告刊登的日期：

２００３ 年 １０ 月 ２２ 日

２、申购期：

２００３ 年 １０ 月 ２４ 日

３、摇号结果公告日期：

２００３ 年 １０ 月 ２８ 日

４、缴纳股款日期：

２００３ 年 １０ 月 ２９ 日

５、上市日期：

本次股票发行结束后将尽快申请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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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风险因素

投资于本公司股票会涉及一系列风险。在购买本公司股票前，敬请投资者将下列风险因素
相关资料连同本公司招股说明书一并考虑。

投资者在评价发行人此次发售的股票时，除本招股说明书提供的其它各项资料
外，应特别认真地考虑下述各项风险因素。根据重要性原则或可能影响投资决策的
程度大小排序，本公司风险如下：

一、公司快速成长的管理风险
近三年，公司一直保持了较快的成长速度。２０００ 年度、２００１ 年度及 ２００２ 年度，
本公司主营业务收入分别为 １２，４４９．９３ 万元、３０，９５９．１７ 万元和 ６３，６３８．０９ 万元。
２００１ 年度比 ２０００ 年度公司主营业务收入增长 １４９％，２００２ 年度比 ２００１ 年度公司主
营业务收入增长 １０５％，；同时，公司净利润从 ２０００ 年度的 １，１４２．５７ 万元增长到 ２００２
年度 ４，３９６．７１ 万元，增长了 ２８４．８１％（请参考本招股说明书第九章财务会计信息）。
随着公司业务不断的拓展和规模的扩张，特别是本次发行股票所募集资金投向的项
目投产后，公司的规模、管理工作的复杂程度都将显著增大，存在着公司能否建立
起与之相适应的组织模式和管理制度、形成有效的激励与约束机制以吸引足够的优
秀人才以保证公司运营安全、有效的风险。对此，本招股说明书已进行了“特别风
险”提示。
对策：
（１）本公司将不断地借鉴学习国内外成熟的先进管理经验，并结合自身的特
点，建立一套适合自身发展的管理模式和制度。公司通过股份制改制，已初步建立
了股东大会、董事会（决策层）——总经理（执行层）的现代企业制度。在董事会
设立了战略发展委员会、审计委员会等机构，使公司的管理进一步科学化。在公司
的执行层，制定并执行了“Ａ 管理运作规范”，采用总经理－部门经理－职能处长－
职员为主线的管理体制，以保证公司运作快捷有序。对子公司按照公司《子公司综
合管理制度》的规定，合理组织资源，控制公司因规模扩张带来的风险。
（２）作为一家技术创新型企业，其发展必须依靠一批具有高级管理技能和高
级专业技术的人才。本公司一直注重人才的引进、培养，分别采取招聘、培训等方
式，建立了人才储备库和适合企业发展的人力资源规划和培训体系。同时，积极开
展学术交流活动，定期由外聘专家对经营管理者和科技人员进行不同层次的专门培
训和讲学，派遣骨干人员到国内外先进企业、高等院校和科研院所学习和进行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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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使一批拔尖人才脱颖而出，形成高素质的职业管理团队和核心技术团队，有
效地推进企业持续快速地发展。
（３）公司将适时不断改进和完善内部激励和约束机制。通过对公司高级管理
人员、核心技术人员等员工实施定期培训、晋升、调薪等建立适合公司特点的激励
机制；通过与公司管理层、主要技术负责人等签订任务计划书等以健全约束机制。

二、现有股东控制风险
本次股票发行后，单银木先生将持有本公司 ３６．１２％的股份，仍为公司的相对控
股股东，同时单银木先生担任公司董事长，为公司重要的管理者。发起人潘金水、
戴瑞芳、许荣根、陈辉先生都与单银木有了多年的共事与合作，存在对公司共同控
制的可能。如果这些股东利用其控股地位，通过行使表决权对本公司的人事、经营
决策等进行控制，可能会给公司经营及其他股东利益带来一定的风险。对此，本招
股说明书已作“特别风险提示”。
对策：
（１）单银木先生作为本公司的创始人，在本次发行前，一直是公司的控股股
东和重要的管理者。在公司多年发展和经营中，并未发现单先生利用其控股股东的
地位损害公司及其它股东利益的情况。单银木先生除了直接持股公司发行前 ５３．３６％
的股份外，未通过其他关联人持有公司股份。
（２）本公司在本次发行前，已经过为期一年的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的辅导，
已建立了较为健全的法人治理结构。公司引入了独立董事制度，在董事会 9 名成员
中现有 3 名独立董事，独立董事占到了董事总数的 1/3；公司董事会 9 名成员中 7
名董事为控股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推荐并通过法定程序任命，有利于本公司决策的
民主化、透明化。在本公司章程中已制定了中小股东利益保护条款，同时还规定了
董事选举采用累计投票制度，以保障中小股东利益。
（3）针对潜在的大股东控制风险，本公司控股股东单银木先生及其配偶王琦
琼女士、其胞弟单银荣先生已分别向本公司出具了《避免同业竞争承诺函》，承诺
不直接或间接从事与本公司生产经营业务存在竞争或可能构成竞争的经营活动。公
司章程规定了回避表决制度，以保证董事会和股东大会决策对其他股东利益的公允
性；同时，本公司建立了《关联交易的决策制度》，保证关联交易的规范公允。
（4）公司董事会下设战略、审计、提名、薪酬与考核专门委员会，独立董事
安浩峰为提名委员会主任委员（召集人）、独立董事周似荣为审计委员会主任委员
（召集人）、独立董事周滨为薪酬与考核委员会主任委员（召集人）、单银木为战略
委员会主任委员（召集人）。公司设立了审计部，监督财务报告过程和检查内部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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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制度及其执行情况，以保证财务报告的可信性和公司各项活动的合规性。
（5）公司全部经营活动中的各项业务，均建立了规范的管理制度，这不仅使
公司的各项业务有章可循，而且使公司得以沿着健康有序的运营轨道，持续高效发
展。

三、主营业务利润率下降的风险
２０００、２００１ 及 ２００２ 年度公司主营业务利润率分别为 ２６．８３％、２１．４９％和 １８．１４％，
呈逐年下降趋势。２００３ 年 １－６ 月，受钢材大幅涨价的影响，公司主营业务利润率下
降到了 １３．２３％。随着我国建筑钢结构产业的快速发展，新建和从相关行业转产过来
的钢结构生产企业还将迅速增多，未来的市场竞争将日趋激烈，公司的主营业务利
润率存在进一步下降的风险。对此，本招股说明书已进行了“特别风险”提示。
对策：
（１）根据钢结构行业快速发展的特点，公司将进一步强化规模化经营。公司
目前的年产生产能力在 １２ 万吨以上，在钢结构行业中，属规模较大的企业之一。
在公司自有资金扩建项目和本次发行募集资金的投资项目建成后，公司年产能将超
过 ２０ 万吨，具有规模优势。同时公司亦在不同的区域建立了自己的营销网络和生
产基地，通过在国内区域市场的合理布局，提高公司产品的市场份额及占有率。
（２）实施品牌战略。提升公司品牌对保持公司较高盈利能力具有重要的意义，
公司在建立品牌的基础上可以通过对客户的选择而不是降价来保持自己的盈利能
力。目前，公司通过紧紧抓住已完工的杭州瑞丰国际商务大厦，在建的武汉国际证
券大厦以及一些正在商谈的标志性建筑树立自己的品牌优势。特别是在围绕推广公
司的“高层建筑钢—砼组合结构”这种新型建筑技术在多层及高层建筑中的应用，
确立自己的行业领先地位。
（３）继续实施技术领先战略。本公司董事会认为，本公司的竞争优势在于拥
有较先进的建筑钢结构设计、制作技术以及相关的服务能力。目前，公司拥有处于
国际同类先进水平的“冷弯薄壁 Ｚ 型钢连续檩条工程应用技术”成果和处于国内领
先水平的“高层建筑钢—砼组合结构工程应用技术”成果以及“楼板中的模板结构
组合件技术”和“楼板施工用钢模板组合件”实用新型专利技术。这些先进的技术
将进一步保证公司的盈利能力，以“冷弯薄壁 Ｚ 型钢连续檩条工程应用技术”为 例，
它可以合理降低直接材料成本约 ２５％；而公司通过所拥有“高层建筑钢—砼组合结
构工程应用技术”，顺利地进入利润率较高的高层建筑钢结构市场，提高了公司的
盈利能力，成为公司新的盈利增长点。在未来几年中，还将进一步加大技术投入，
招募优秀的高级技术人才，扩充公司的技术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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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财务风险
１、短期偿债风险
由于公司所处的行业特点以及公司发展主要是依靠负债和自身积累方式完成
的，公司负债率较高。截止 ２００３ 年 ６ 月 ３０ 日，资产负债率为 ６７．４３％（按母公司报
表计算），负债总额 ６６，０９８．４８ 万元，其中流动负债 ５８，０３０．３４ 万元，占负债总额
的 ８７．７９％，长期负债 ８，０６８．１４ 万元，占负债总额 １２．２１％。由于公司负债规模较大，
且主要为流动负债，使得流动比率和速动比率两项指标偏低，２００３ 年 ６ 月 ３０ 日，
公司流动比率和速动比率分别为 ０．７２ 和 ０．４５。如果公司因债务管理不当，引发信
用或债务危机，将影响到公司生产经营业务，对公司资产状况、持续经营能力产生
影响。对此，本招股说明书已进行了“特别风险”提示。
公司短期负债较高，主要是因为公司在 ２００１ 年开始实施“高层建筑钢—砼组
合结构开发及产业化”项目（该项目被国家经贸委列为《二 ＯＯＯ 年国家技术创新重
点专项计划》），其资金来源大部分为短期借款。
依靠与各商业银行良好信誉与合作关系，公司的发展一直取得了各银行的大力
支持。本公司全体董事（包括独立董事）发表了意见，认为公司不存在大的短期偿
债压力和短期偿债风险。
２、应收账款发生坏账的风险
截止 ２００３ 年 ６ 月 ３０ 日，本公司应收账款净额为 １５，５６３．１１ 万元，２００２ 年及
２００１ 年末公司应收账款项净额分别为 １１，０１１．４３ 万元和 ６，５１２．４５ 万元，２００２ 年末
比上年应收账款增加了 ６９％。公司应收账款主要是建筑施工业务产生的应收工程款
和工程保证金。随着公司业务规模的扩张，应收账款数额还将可能增大，较大数额
的应收账款影响了公司的资金周转率，增加了产生呆坏账的风险。
从应收账款的账龄结构来看，截止 ２００２ 年末，一年以内的占 ９２．１７％、１－２ 年
的占 ７．４６％、２－３ 年的占 ０．３７％、没有 ３ 年以上的应收账款；截止 ２００１ 年末，一年
以内的占 ８６．３６％、１－２ 年的占 １２．７７％、２－３ 年的占 ０．７４％、３ 年以上的占 ０．１３％。
公司一直注重加强应收账款的管理。目前，公司采取了预收工程款的结算方式，
杜绝签署垫资合同，在签署产品销售和项目安装合同前，都要对业主进行资信的调
研，测算工程风险，杜绝为不良客户服务。同时，公司按照全程信用管理模式，建
立客户资信管理制度，对销售交易活动实施事前控制，建立内部授信制度，对销售
交易活动实施事中管理，建立应收账款监控制度，对销售交易活动实施事后监督，
并且每月制订收款计划，责任到人，目标考核。
我国《建筑法》规定，建筑工程承包过程中产生的拖欠工程款，有优先受偿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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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所涉标的为房屋厂房等实物资产，故应收款项的回收有一定的法律保障。
３、坏账提取比例不足的风险
２００２ 年末，公司坏账准备的计提比例为 １ 年以内为 ５％、１－２ 年为 １５％、２－３ 年
为 ３０％、３－４ 年为 ５０％、４－５ 年为 ８０％、５ 年以上为 １００％。截止 ２００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公司共计提坏账准备 ８２４．８０ 万元，综合计提比例为 ６．２９％。倘若客户出现无偿债能
力致使应收账项难以收回，存在坏账提取比例不足而影响当期盈利的风险。
公司历年来坏账损失较少，１９９８～２００２ 年实际共发生坏账损失 １０８．５７ 万元。
由于公司采取预收工程款的结算方式，杜绝签署垫资合同，在签署工程合同前都要
对业主进行资信调研，测算工程收款风险，并按公司规定的收款方式签署合同，能
较好控制发生坏账的风险。本公司全体董事（包括独立董事）对该坏账计提比例发
表了意见，认为目前实行的坏账计提比例能体现稳健性原则。
４、资产流动性风险
公司 ２０００、２００１ 年及 ２００２ 年应收账款周转率分别为 ３．１７、５．２４、７．２６ 次，
周转天数分别为 １１３．５６、６８．７０、４９．５９ 天，分析得出应收账款周转良好。２０００、
２００１ 年及 ２００２ 年存货周转率分别 ３．２５、６．５６、６．５３ 次，周转天数分别为 １１０．７７、
５４．８８、５５．１３ 天，公司存货周转率不断提高，资金占用水平不断降低。但由于影响
资产流动性的因素较多，不排除公司在今后的生产经营中出现资产流动性风险的可
能。
由于公司目前保持了较好的经营活动的现金流量，具有良好的现金支付能力。
２００２ 年公司每股经营活动产生净现金流量为 ０．８７ 元，经营活动产生现金流量净额
为 ４，５７５．６２ 万元。为了降低资产流动性风险可能带来的风险，公司采取了有效的
手段加快了应收账款的回收速度和账款回收的管理，并根据公司实际情况采取了适
宜的销售方式、减少存货，减少资金占用。
５、融资结构不合理的风险
本公司所处的行业目前处于快速成长期，公司处于快速发展时期，投资规模和
融资需求量将加大，融资不足将直接影响公司的发展。截至 ２００３ 年 ６ 月 ３０ 日，本
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的银行借款为 ２６，４１５．００ 万元，占负债总额的 ４０％。尽管公司
具备良好的商业信誉基础，但目前融资渠道主要是银行借款，存在融资渠道单一限
制性，在目前国内融资渠道不是十分顺畅的情况下，本公司无法回避因资本不足引
致的发展机遇丧失或经营风险的加大。
６、难以持续融资的风险
融资能力不仅受公司经营状况和财务状况等内部因素的影响，在很大程度上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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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到国家的金融政策、商业银行体制改革等外部因素的影响。公司目前的主要融资
方式是银行贷款，渠道单一，而公司开发的“高层建筑钢—砼组合结构”新技术进
行产业化对资金的需求比较大，公司较高的负债水平存在着难以持续融资的可能。
７、财务内部控制风险
虽然本公司已建立较完善的财务内部控制制度，但是由于本公司正处于成长扩
张期，现有财务人员的素质、数量的制约，现有外部监督力量、内部监督力量的制
约以及执行内部控制力量的制约，将使公司的内部财务控制制度存在一定的风险。
８、对外投资失控的风险
由于本公司生产经营的产品钢结构存在经济运输半径问题和服务本地化的要
求，随着公司业务的拓展，将会在各重点区域建立生产基地或子公司。如果对这些
异地分子公司管理不当，将造成对外投资失控的风险。
９、资产减值准备计提不足的风险
公司已根据企业会计制度及公司会计政策的规定，对公司的短期投资、应收款、
存货、长期投资、委托贷款、固定资产、在建工程、无形资产进行逐项检查并按规
定计提了减值准备。截止 ２００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共计提了坏账准备 ８２４．８０ 万元，存
货跌价准备 １９．３０ 万元，固定资产减值准备 ６２．０２ 万元。如果由于市场变化或其原
因引起资产跌价，存在因减值准备计提不足的风险。

五、市场风险
１、市场竞争风险
近年来，我国钢结构产业市场发展较快，新建和从相关行业转产过来的钢结构
生产企业迅速增多。包括高层建筑钢结构、轻型钢结构、空间钢结构、住宅钢结构、
桥梁钢结构在内，至今已发展超过了千余家，但属中国建筑金属结构协会及其钢结
构委员会的定点企业仅为 ４１ 家，具有轻型房屋钢结构工程设计专项甲级资质仅有
３７ 家，大多数为规模较小企业（资料来源：中国建筑金属结构协会网站）。本公司
董事会认为，尽管钢结构产业具有较大的发展空间，但在进入门槛较低的低端市场，
未来的市场竞争将日趋激烈，企业的盈利能力会下降，而技术含量较高的中高端市
场，会逐步集中到少数几家有品牌的企业。如果本公司未能在未来的发展中迅速地
确立自己的品牌优势和行业领导地位，公司将会面临较大的市场竞争风险。
对策：
（１）公司目前的年产能在 １２ 万吨以上，在钢结构行业中，属规模较大的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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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公司自有资金扩建项目和本次发行募集资金的投资项目建成后，本公司年产能将
超过 ２０ 万吨，具有规模优势。同时公司亦在不同的区域建立了自己的营销网络和
生产基地，通过在国内区域市场的合理布局，提高公司产品的市场份额及占有率。
（２）本公司董事会相信，公司的品牌对本公司发展至关重要。目前，公司通
过紧紧抓住已完工的杭州瑞丰国际商务大厦，在建的武汉国际证券大厦以及一些正
在商谈的标志性建筑树立自己的品牌优势。特别是在围绕推广本公司的“钢管混凝
土结构”这种新型建筑技术在多层及高层建筑中的应用，确立自己的行业领先地位。
（３）本公司董事会认为，本公司的竞争优势在于拥有较先进的建筑钢结构设
计、制作技术以及相关的服务能力。目前，公司拥有处于国际同类先进水平“冷弯
薄壁 Ｚ 型钢连续檩条工程应用技术研究”成果和处于国内领先水平的“高层建筑钢
—砼组合结构工程应用技术及其研究”成果以及“楼板中的模板结构组合件技术”
和“楼板施工用钢模板组合件”实用新型专利技术。公司在未来几年中，还将进一
步加大技术投入，招募优秀的高级技术人才，扩充本公司的技术力量。
２、新技术产业化推广风险
本公司开发的用于多层及高层的“钢管混凝土结构”技术是一项新技术。该技
术的产业化推广对公司未来发展具有关键意义的影响。尽管该项技术已被国家经济
贸易委员会国经贸技术［２０００］４９０ 号文批准，列入《二ＯＯＯ年国家技术创新重点
专项计划》。但是由于该项技术目前的社会认知程度还较低，在市场化推广中能否
通过市场检验并得到市场认同，还存在一定的风险。
对策：
在该项技术的推广应用中，公司除了争取国家有关部门的政策支持外，还会广
泛运用各种媒介对该项技术进行推广。另一方面，公司通过抓住一些标志建筑，树
立本公司的品牌，将会有力地促进市场对该项新技术的认可和应用，目前公司成功
地将该技术应用于国内首幢全部采用矩形钢管混凝土柱的钢－砼组合结构的高层建
筑——杭州瑞丰国际商务大厦，起到了良好的示范效应。
３、经济周期波动风险
本公司所从事的建筑钢结构产业与经济发展周期成正相关，由于本公司的业务
相对集中，如果国民经济发展处于萧条或停滞期，会对公司的业务带来不利的影响。
对策：
根据国外发达国家的经验，从长期来看，我国建筑钢结构有非常大的发展空间，
建筑钢结构在较长时间内是一个高成长行业。本公司董事会认为，行业的调整是客
观而且是必要的，拥有核心竞争能力和竞争优势的企业将能在经济调整期生存下
来。在不同的经济发展阶段企业可以采取不同的发展手段，如在经济低谷期，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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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收购兼并等手段实现优势企业的联合，通过行业的调整和整合，可以淘汰劣势
企业。

六、业务经营风险
１、产品和工程质量风险
公司与业主（客户）签订的产品设计、制作、安装合同，均规定应按照合同条
款规定承担质量保障义务。如果产品和工程因质量问题或工期延误等问题造成业主
的经济损失，公司应按约定赔偿业主（客户）经济损失。因此，如果公司已完工和
在建项目的施工质量不能达到规定的标准，不仅会损害公司的声誉和市场形象，使
公司遭受经济损失，而且一旦发生重大质量安全事故，将会严重影响公司的持续经
营能力。
对策：
（１）公司将严格按照质量管理规范和设计要求进行生产制造和安装，充分考
虑项目将要遇到的各种风险因素。
（２）为实现质量目标，公司在不断强化全员、全过程的质量意识的同时，坚
持对项目开发全过程进行监督管理、对易产生质量问题的特殊环境下的施工建设加
大监控力度、优化施工方案。本公司近三年无重大产品和工程质量纠纷，２００２ 年，
公司施工完成验收的 ２２ 个工程中，合格率为 １００％，优良工程 ８ 个，优良率达 ３６％。
（３）２００２ 年 １ 月 ３１ 日，经摩迪国际认证有限公司审核，公司在建筑钢结构设
计、制作、安装的质量管理体系符合 ＩＳＯ９００１（２０００）标准的要求（注册号：０１１２１７９），
初步建立了全过程严密的质量管理体系。
（４）公司拟通过对重大工程购买质量保险来分担风险。
２、原材料风险
公司生产所需的原材料主要为建筑钢结构用钢材，主要品种包括中厚板、薄板、
镀锌卷板、彩色涂层卷板、中小型钢、热轧 Ｈ 型钢、焊接 Ｈ 型钢、焊管、冷弯型钢
及无缝钢管等，其中以中厚板为主。原材料成本占到生产成本的 ６５％左右。钢材能
否得到及时充足的供应、钢材质量能否保证、价格能否保持稳定，都将对公司的生
产经营及盈利水平有重要的影响。
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的统计数据，自 １９９７ 年以来，我国钢材总产量连续四
年超过 １ 亿吨，到 ２００２ 年底已达到了 １．９２ 亿吨，并保持了 ２０００－３０００ 万吨／年的
增长量，成为了世界上钢材产量最多的国家。尽管在今年年初受国际贸易保护的影
响，钢材价格出现大幅上涨，但从全球来看，钢材供大于求的基本局面没改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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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长时期，钢材价格将保持稳中有降。
本公司董事会认为，钢材的内在质量将对公司的品牌和声誉有重要的影响。由
于钢材的内在质量只有通过专门的检测才能确认，尽管本公司严格根据设计要求，
注重选择有品质保证的供应商并与钢材供应商建立了长期稳定的供应渠道，在采购
钢材时要求对方出具品质保证书，但不能排除由于钢材的内在质量问题对本公司品
牌声誉和业务造成较大的影响。
对策：
（1）公司将在巩固现有的供应渠道基础上拓宽供应面，保持原材料的稳定供
应，保证公司业务和销售增长所需的供应。
（２）公司通过与供应商签署明确的钢材质量保证合同，分清质量责任。
（３）公司已建立了经浙江省机械工程学会认证为贰级资格的理化实验室（化
学分析、力学性能测试、无损检测－ＵＴ），对原材料及半成品、成品进行严格的检验，
以保证所用钢材的质量。
３、异地经营的风险
公司主要产品钢结构构件的经济运输半径约为 ５００ 公里，而本公司目前承接和
开发的项目分布于国内部分经济发达地区和国家重点开发的区域，需要根据市场开
发的需要设立异地分支机构。目前公司已经在安徽省芜湖市、河南省洛阳市、山东
省胶州市、江西南昌市等地设立了子公司，异地经营给公司的经营管理带来一定的
风险。
对策：
本公司已制定了《子公司综合管理制度》和《财务管理制度》，旨在统一规范
各下属子公司的生产经营行为；同时公司也设立了审计部，将通过内部审计加强对
子公司的组织、资源、资产、投资和运作进行风险控制，并通过以基地为中心的区
域管理和远程管理信息监控系统的逐步建立，降低异地经营带来的风险。

七、技术风险
１、技术产业化风险
由本公司承担的《高层建筑钢－砼组合结构开发及产业化》项目，２０００ 年 ５ 月
经国家经济贸易委员会国经贸技术［２０００］４９０ 号文批准，列入《二 ０００ 年国家技术
创新重点专项计划》。主要内容涉及 １２－１５ｍ 长焊接钢管制作工艺研究、钢结构吊装
方法研究、Ｈ 型及矩形钢管混凝土梁和柱生产工艺技术开发、编制《矩形钢管混凝
土结构技术规程》、设计计算软件和钢结构生产制作软件开发等。在实施产业化过

1- 1- 30

浙江杭萧钢构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招股说明书

程和大规模工业生产过程中，存在着技术本身成熟程度、工艺流程安排、设备的合
理配置与其他技术衔接等方面的风险。
对策：
（１）在实施钢－砼组合结构技术产业化方面，公司已经完成了由我国自行设计、
制作、安装的钢管混凝土结构试点工程——杭州瑞丰国际商务大厦的建设，为技术
产业化奠定了实践基础。
（２）公司进行该项技术产业化过程中，已进行了一系列的专项应用技术研究，
如矩形钢管混凝土柱的耐火试验研究、帽型截面组合梁的试验研究、高层钢结构设
计软件的开发和矩形钢管混凝土结构成套技术研究、矩形钢管混凝土结构梁柱节点
实验研究；并与同济大学联合主编《矩形钢管混凝土结构技术规程》（建设部行业
标准）和合作进行矩形钢管混凝土柱管内混凝土浇灌实验研究。为确保该项新技术
的成功应用打下了坚实的技术基础。
（３）公司通过浙江大学杭萧钢构研究开发中心和公司理化实验室，联合行业
技术专家进行技术攻关，解决各类技术问题，同时强化员工技术质量意识，加强制
度建设，严格工艺操作，确保项目产业化成功实施。
２、现有核心技术存在的风险
目前公司现有的核心技术“冷弯薄壁 Ｚ 型钢连续檩条工程应用技术”处于国际
同类技术的先进水平、“高层建筑钢—砼组合结构工程应用技术”处于国内领先水
平、“楼板中的模板结构组合件”及“楼板施工用钢模板组合件”已申请国家实用
新型专利，还有六项专利技术正在申请中。若因专有技术失秘，亦或公司核心技术
的进一步完善和开发研究为同行企业所超越，将使公司的核心技术优势被削弱而面
临竞争的风险。
对策：
公司将增强知识产权和专有技术的保护意识，并加强对核心技术人员的管理，
建立完善核心技术保管制度，做到防患于未然。同时，公司将加大高新技术项目的
开发力度，加紧各种专利技术的开发研究，加强与有实力的高等院校和科研院所进
行联合开发，继续保持在建筑钢结构核心技术领域拥有的优势。
３、新产品开发和技术更新的风险
公司有关技术目前在国内处于领先地位和国际同类先进水平，新产品的开发具
有一定的优势。但国内众多科研机构和企业也正在加紧研究，同类企业也不断进行
技术改造，如果公司在新技术的跟踪、研究、应用等方面滞后，可能使公司的产品
在市场上面临竞争劣势而存在被淘汰的风险。
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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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公司将在开发技术的同时不断对原有技术进行改进，提高技术的附加值，
延长原有技术的生命周期。
（２）公司将加大技术研究开发的投入，建立健全公司创新机制，吸引优秀的
高级技术人才全方位保持公司技术的领先优势。

八、本次募集资金投向的风险
本公司本次募集资金主要投向“高层钢结构建筑生产线扩建项目”
、
“引进高性
能钢建筑围护系统设备技改项目”
、
“引进全自动轻钢钢结构焊接生产线技术改造项
目”等项目。项目建设有一定的周期，涉及的环节较多，存在因行业竞争、市场营
销、技术更新、管理效率、宏观经济形势等原因导致项目建成后不能充分实现预期
效益的可能，进而影响到公司未来的盈利水平及发展战略的实施。
较之混凝土结构，钢结构属环保型和可再次利用型，是一种符合产业化生产方
式的结构形式，也是易于产业化的结构。因此，发达国家在房屋建筑中广泛采用钢
结构。而我国钢结构发展相对滞后，在我国钢产量连年居世界首位，钢结构建筑的
建造条件基本成熟的前提下，钢结构技术仍未得到有效推广、项目实施有一定的市
场风险。
对策：
（１）２０００ 年建设部发布的《中国建筑技术政策》
（１９９６－２０１０）有力地推动了
钢结构产业的发展，开创了钢结构在建筑中应用的新时期；２０００ 年建设部和国家冶
金工业局制定的《国家建筑钢结构产业“十五”计划和 ２０１５ 年发展规划纲要（草
案）》的实施，明确了建筑钢结构产业的发展方向和推广措施，为公司项目市场开
发创造了有力的外部环境。
（２）公司在高层钢结构市场的开发方面承担了 ２０００ 年国家重点技术创新项目，
并完成了由我国自行设计、制作、安装的建设部列为“高层建筑钢－砼组合结构开
发及产业化项目”的科技试点工程——“杭州瑞丰国际商务大厦”钢－砼组合结构
高层建筑。这在项目市场开发方面起到了促进作用，目前公司正在承建 ６６ 层武汉
国际证券大厦的钢结构工程，市场拓展效果良好。同时扩大公司营销网络，强化企
业形象推广和产品宣传，以利于公司产品的市场拓展，迅速抢占市场份额。

九、政策风险
１、国家产业政策变化的风险
本公司的主营业务是从事建筑钢结构的设计、制作、安装。在国内，由于建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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钢结构还是个新兴产业，国家有关部门政策导向对该行业的发展有较大的影响。尽
管目前政府致力于鼓励并推广该项新技术的应用，但并不能保证这些政策不发生变
化。如果该项产业政策发生变化，可能对公司的发展产生不利的影响。
对策：
公司将积极追踪世界先进技术的发展，适时把握国家产业政策的变化，把由于
新技术出现引起产业政策变化对公司的影响降至最低。
２、行业管理政策的风险
建筑钢结构行业主管部门为建设部，目前有关建筑钢结构行业标准和质量标准
正在进一步完善之中，随着这些标准的修订，公司的生产需要一定的时间按新标准
进行调整。国家行业管理政策和标准的调整都将影响到本公司的生产经营和经济效
益。
对策：
（１）公司积极参与了行业标准和规范的编制工作，主要有：
《钢结构设计规范》、
《轻型房屋钢结构技术规程》
、
《门式刚架轻型房屋钢结构技术规程》
、
《门式刚架轻
型房屋钢构件》
、
《冷弯薄壁型钢结构技术规范》
、
《矩形钢管混凝土结构技术规程》、
《钢结构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这确保了在公司参与市场竞争中，能提前为适
应行业管理变化作出合理的准备与安排。
（２）针对行业管理标准的政策风险，公司将不断追踪国际同行业的先进技术
及标准，力争保持公司内部标准超前或高于行业标准。

十、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风险
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ＷＴＯ）后，国内的建筑、房地产和信息服务市场将逐
步对外开放，资金实力雄厚、技术先进的大型跨国公司进入国内市场后，将对公司
的相关业务构成较大的竞争压力，最终可能加剧建筑钢结构行业的竞争。
对策：
（１）由于钢结构是一个市场化程度较高的行业，该行业内的企业是在市场竞
争中成长起来的，已经部分消化了加入 ＷＴＯ 后的影响因素。
（２）针对我国加入 ＷＴＯ 所带来的机遇与困难，本公司作了较为细致的分析和
充分的准备。国外钢结构公司进入我国钢结构市场，一方面会给我国钢结构行业带
来新技术和成熟的管理经验，促进钢结构行业的发展和成长；另一方面，面对国外
钢结构企业，企业的竞争将技术、人才、资金和品牌全方位的展开，只有那些具有
核心竞争力的企业才能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生存下来。
（４）针对我国加入 ＷＴＯ，国际经济一体化的加快，公司在建筑钢结构设计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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拟与国际知名建筑设计事务所形成战略合作关系，吸收国际先进的设计经验，促进
公司设计水平的提高。
（５）公司将不断加强新技术开发力量，努力利用在采用国际优质钢材方面与
国际建筑钢结构企业保持同一水平的契机，不断提高公司产品和工程质量、降低产
品和工程造价，提高自身的竞争力。
（６）公司将利用国际人才流动的机遇，招募建筑钢结构行业有关高级技术人
才和管理人才，建设具有世界先进水平的研究开发中心，确立公司的竞争优势。

十一、其它风险
１、股市风险
证券市场上，影响股票价格波动的原因十分复杂，股票价格不仅取决于公司的
经营状况，同时也受到利率、汇率、通货膨胀、国内外政治经济环境、市场买卖力
量的对比以及投资者的心理预期的影响而发生波动。因此，本公司提醒投资者，在
投资本公司的股票时可能因股价波动而遭受损失。
２、净资产收益率下降引致的风险
本次发行扣除发行费用后实际募集资金为 ２６，３５８ 万元，预计本公司的净资产
将由 ２００３ 年 ６ 月 ３０ 日的 １４，５００ 万元增加至 ４０，８５８ 万元，而本公司净利润增长一
定时期内难以与净资产扩张速度保持同步增长，本次发行后年度净资产收益率（全
面摊薄）难以保持 ２００２ 年 ４１．２７％水平，存在由于净资产收益率下降导致的相关风
险。
3、尽管本招股说明书力求客观，不误导投资者，但本招股说明书所包含各项
展望陈述都使用了“预期”、“预计”、“估计”、“相信”、“将会”等词语。该类陈述
均为展望或反映董事会目前的期望。此类陈述若受到若干风险及不明朗因素的影
响，包括国家的经济、政治环境发生变化，科学技术的重大突破等，可能会影响到
本招股说明书所陈述的展望难以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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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行人基本情况

一、发行人的基本资料
１、中文名称：浙江杭萧钢构股份有限公司
２、中文简称：杭萧钢构
３、英文名称：ＺＨＥＪＩＡＮＧ ＨＡＮＧＸＩＡＯ ＳＴＥＥＬ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ＣＯ．，ＬＴＤ．
４、法定代表人：单银木
５、成立（工商注册）日期：本公司成立于 １９９４ 年 １２ 月 ２０ 日，经浙江省人民
政府企业上市工作领导小组浙上市［２０００］６５ 号文批准，于 ２０００ 年 １２ 月 ２８ 日由原
杭州杭萧钢结构有限公司整体变更为浙江杭萧钢构股份有限公司。
６、经营范围：钢结构工程的制作、安装；地基与基础施工；专项工程设计。
７、住

所：杭州市萧山区新街镇盛东村

８、邮政编码：３１１２１７
９、电话号码：（０５７１）８７２４６７８８
１０、传真号码：（０５７１）８７２４０４８４
１１、互联网网址：ｗｗｗ．ｈｘｓｓ．ｃｏｍ．ｃｎ
１２、电子信箱：hxsshz@mail.hz.zj.cn

二、发行人历史沿革及改制情况
１、发行人设立方式
本公司原为萧山市杭萧轻型钢房制造有限公司，成立于 １９９４ 年 １２ 月 ２０ 日。
经浙江省人民政府企业上市工作领导小组浙上市［２０００］６５ 号文《关于同意变更设立
浙江杭萧钢构股份有限公司的批复》批准，公司整体变更为浙江杭萧钢构股份有限
公司。本公司于 ２０００ 年 １２ 月 ２８ 日完成了工商变更登记手续，领取了《企业法人
营业执照》，注册号为 ３３００００１００７４９３，法定代表人为单银木，注册资本 ５，２３６．６８２３
万元。
２、发起人
（１） 单银木，男，４３ 岁，中国籍，身份证号码：３３０１２１１９６０１００９２１１５，现
持有本公司 ２，７９４．２９ 万股，占本公司本次发行前总股本的 ５３．３６％。
（２） 潘金水，男，４５ 岁，中国籍，身份证号码：３３０１２１１９５８０２１７２３３８，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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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有本公司 ８６５．６２ 万股，占本公司本次发行前总股本 １６．５３％。
（３） 戴瑞芳，男，４０ 岁，中国籍，身份证号码：３３０１２１１９６３０６０３４８１５，现
持有本公司 ６２２．６４ 万股，占本公司本次发行前总股本 １１．８９％。
（４） 浙江国泰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原名萧山市第二建筑工程有限公司，成立
于 １９９７ 年 ９ 月 ２９ 日，注册资本 ５，３８８ 万元，法定代表人为李炳传。该公司持有杭
州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核发的注册号为 ３３０１８１２７１１４６７ 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法
定地址：杭州市城厢镇萧绍路 ４８８ 号，经营范围建筑施工、设备安装、建筑装饰、
市政建设、基础设施。现持有本公司 ５２３．６７ 万股，占本公司本次发行前总股本 １０．０％。
（５） 陈辉，男，４１ 岁，中国籍，身份证号码：３３０１２１６２１１１７９２１，现持有本
公司 １３６．６８ 万股，占本公司本次发行前总股本 ２．６１％。
（６）许荣根，男，４０ 岁，中国籍，身份证号码：３３０１２１６３０４１２２１１，现持有本
公司 １３６．６８ 万股，占本公司本次发行前总股本 ２．６１％。
（７）靖江地方金属材料有限公司，成立于 １９９７ 年 ３ 月 ２０ 日，注册资本 ５２ 万
元，法定代表人为陈一江。公司持有泰州市靖江工商行政管理局核发的注册号为
３２１２８２２１００７５７ 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法定地址：江苏省泰州市靖城江平路 １２
号经营范围金属材料、化工原料（除化学危险品）、五金、家用电器、日用百货。
现持有本公司 １０４．７３ 万股，占本公司本次发行前总股本的 ２．０％。
（８）浙江省工业设计研究院，创建于 １９５８ 年，于 １９９５ 年 ８ 月取得浙江省工
商行政管理局核发的注册号为 ３３００００１００３６４０ 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注册资金
１，６３５．０ 万元，法定代表人为吕思达，法定地址：杭州市省府路 ２１ 号。经营范围：
工业与民用建筑、冶金、有色金属、非金属矿山、轻工、丝绸印染等建设工程的规
划、可行性研究、勘察设计、建筑装饰设计和工程总承包。现持有本公司 ５２．３７ 万
股，占本公司本次发行前总股本 １．００％。
３、设立发行人前，主要发起人拥有的主要资产和实际从事的业务
本公司于 １９９４ 年 １２ 月 ２０ 日在浙江省萧山市成立，成立时的名称为萧山市杭萧
轻型钢房制造有限公司，主营业务为轻型钢房制造安装、轻型钢房设备制造。成立
时按公司章程，注册资本为 ２００ 万元，股权结构为萧山市金属构件厂以设备出资人
民币 １６０ 万元，占公司注册资本的 ８０％；萧山市新街镇盛东村村民委员会以设备出资
４０ 万元，占注册资本的 ２０％。
萧山市金属构件厂成立于 １９８５ 年 ６ 月，为集体所有制企业，１９９４ 年改制为股份
合作制企业，其注册资本为 １２０ 万元，１９９５ 年 ４ 月，金属构件厂改制为有限责任公
司并更名为杭州杭萧机械结构发展有限公司。该公司股权结构为：单银木持有 ６３．３１％
的股权，萧山市新街镇盛东村村民委员会持有 ２７．４２％，另外由许荣根、赵建忠、周
火良等 ６ 位自然人股东共持股 ９．２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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萧山市金属构件厂成立之初，主要生产非标准钢结构件，如水库闸门及阀门、
发电机座、钢水包及铁水包等；１９８９ 年后，主要生产火力发电厂电站锅炉钢架以及
传输机械。其主要的资产为厂房及办公楼、起重运输设备、焊接设备、机加工设备
（车床等）、剪板设备、钻孔设备等。
４、发行人拥有的主要资产和实际从事的主要业务
１９９５ 年 ２ 月底，萧山市金属构件厂向本公司交付了实物资产出资 Ｖ－１２５ 型压板
机和夹芯板机共计 ６０．５０ 万元。本公司于 １９９５ 年开始生产销售活动轻型钢房，当
年共实现销售收入 ２０４ 万元。轻型钢房作为建筑钢结构的初级产品主要是由压型瓦
及夹心板及角钢搭建而成，生产设备较为简单，主要是压型板机及夹芯板机。
九十年代中期，由于外资的建筑钢结构企业进入到中国，给中国建筑钢结构带
来了新技术和产品，公司看到这一广阔市场的发展前景，遂决定进入建筑钢结构行
业。同时，由于市场变化，原萧山市金属构件厂的业务发展空间有限，为实现萧山
市杭萧轻型钢房制造有限公司能尽早介入建筑钢结构行业，萧山市金属构件厂于
１９９６ 年 ７ 月及 １９９６ 年 １０ 月，分别将电动双梁桥式起重机、压型机、摇臂钻、配电
箱、运输汽车及部分厂房等共计 ７３９．６１ 万元和 ２９．３２ 万元的固定资产投入到本公
司。
至此，萧山市金属构件厂与萧山市杭萧轻型钢房制造有限公司拥有了各自独立
的生产和经营系统，并建立各自独立财务核算账。萧山市杭萧轻型钢房制造有限公
司主要依靠手工焊接、切割以及起吊设备从事小型钢结构厂房的生产。
５、发行人成立之后，主要发起人拥有的主要资产和实际从事的业务
１９９６ 年底，在萧山市金属构件厂将大部分设备及部分厂房投入到萧山市杭萧轻
型钢房制造有限公司后，仍主要向杭州钢铁厂、杭州发电设备厂等客户提供非标准
焊接结构件的加工制造业务，其主要资产为厂房及办公楼、起重运输设备、焊接设
备等。

三、发起人的股本结构形成及变化和重大资产重组
１、股本结构形成及变化
（１）本公司于 １９９４ 年 １２ 月 ２０ 日在浙江省萧山市成立，成立时的名称为萧山
市杭萧轻型钢房制造有限公司，主营业务为轻型钢房制造安装、轻型钢房设备制造。
成立时按公司章程，注册资本为 ２００ 万元，股权结构为萧山市金属构件厂以设备出
资人民币 １６０ 万元，占公司注册资本的 ８０％；萧山市新街镇盛东村村民委员会以设
备出资 ４０ 万元，占注册资本的 ２０％。萧山市审计师事务所于 １９９４ 年 １２ 月 １９ 日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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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了《注册资金验资资信证明书》，１９９４ 年 １２ 月 ２０ 日，本公司领取了由萧山市工
商行政管理局核发的注册号为 １４３５８７４４－３ 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
１９９５ 年 ２ 月底，萧山市金属构件厂向本公司交付了实物资产出资 Ｖ－１２５ 型压板
机和夹芯板机共计 ６０．５０ 万元。１９９６ 年 ７ 月及 １９９６ 年 １０ 月，萧山市金属构件厂分
别将电动双梁桥式起重机、压型机、摇臂钻、配电箱、运输汽车及部分厂房等共计
７３９．６１ 万元和 ２９．３２ 万元的固定资产投入到本公司，而萧山市新街镇盛东村村民委
员会仍未能履行其作为股东应当履行的 ４０ 万元出资义务。
根据本公司设立时的公司章程规定，１９９７ 年 ２ 月 １４ 日，本公司与机械结构（原
金属构件厂）签订了资产交割单，双方确认截至 １９９７ 年 ２ 月 １４ 日杭州杭萧机械结
构发展有限公司对发行人的实物出资为 ２００ 万元，超出 ２００ 万元的 ６２９．４３ 万元则
转为发行人对杭州杭萧机械结构发展有限公司的负债。
（２）１９９７ 年 ２ 月 １９ 日，本公司股东会通过决议：鉴于萧山市新街镇盛东村村
民委员会一直未曾出资，经股东协商，同意萧山市盛东村村民委员会放弃 ２０％的股
权资格，将该 ２０％的股权资格转让给单银木（因未发生实质性转让，不再另立转让
协议，股东会认可即生效），由单银木在 １９９７ 年 ２ 月 ２５ 日前出资 ４０ 万作为股本金；
同时单银木再以货币资金增加出资 ８８０ 万元，本公司注册资本由 ２００ 万元增加到
１，０８０ 万元；同时，本公司更名为杭州杭萧钢结构有限公司。因萧山市金属构件厂
改制成杭州杭萧机械结构发展有限公司，原萧山市金属构件厂所持有本公司的股权
由杭萧机械结构发展有限公司继承。
在单银木取得萧山市盛东村村民委员会 ２０％的股权资格并出资到位后，萧山市
金属构件厂代萧山市新街镇盛东村村民委员会的出资 ４０ 万元就转为发行人对杭州
杭萧机械结构发展有限公司的负债。
公司于 １９９７ 年 ３ 月 ３ 日完成了工商变更登记，领取了萧山市工商行政管理局
核发的注册号为 １４３５８７４４－３ 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至此，股权构成为：
名称

出资额（万元）

比例（％）

单银木

９２０

８５．１９

杭州杭萧机械结构发展有限公司

１６０

１４．８１

１，０８０

１００．００

合

计

（３）经本公司 ２０００ 年 １１ 月 ２ 日股东会决议通过，杭州杭萧机械结构发展有
限公司将其持有本公司 １４．８１％的股权以 １６０ 万元价格转让给戴瑞芳；同时杭州杭萧
钢结构有限公司进行增资扩股，潘金水以货币资金出资 ２８５ 万元、陈辉以货币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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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资 ４５ 万元、许荣根以货币资金出资 ４５ 万元、戴瑞芳以货币资金出资 ４５ 万元，
注册资本增加到 １，５００ 万元。股权转让和增资扩股完成后，本公司股权构成为：
股东名称

出资额（万元）

比例（％）

单银木

９２０．００

６１．３３

潘金水

２８５．００

１９．００

戴瑞芳

２０５．００

１３．６７

陈辉

４５．００

３．００

许荣根

４５．００

３．００

１，５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合

计

本次增资扩股完成后，本公司于 ２０００ 年 １１ 月 ２３ 日完成了工商变更登记，并
领取了杭州市工商行政管理局萧山分局核发的注册号为 ３３０１８１２４１０３４５ 的《企业法
人营业执照》。
本次增资的四位自然人潘金水、陈辉、戴瑞芳、许荣根作为公司的骨干人员，
曾对公司的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因此，此次增资扩股时，以注册资本 １０８０ 万元
为基础，上述四位自然人以 １：１ 的比例出资。
（４）２０００ 年 １２ 月 ４ 日，经公司股东会决议通过，本公司进行了增资扩股，注
册资本由 １，５００ 万元增加到 １，７２４．１４ 万元。此次增资扩股的出资情况为： 萧山市
第二建筑工程有限公司以货币资金出资 ６００ 万元，其中 １７２．４１３７ 万元为实收注册
资本，其余 ４２７．５８６３ 万元作为资本公积金； 靖江地方金属有限公司以货币资金出
资 １２０ 万元，其中 ３４．４８２８ 万元作为实收注册资本，其余 ８５．５１７２ 万元作为资本公
积金； 浙江省工业设计研究院以货币资金出资 ６０ 万元，其中 １７．２４１４ 万元作为实
收注册资本，其余 ４２．７５８６ 万元作为资本公积金。增资扩股完成后，本公司的股权
构成为：
股东名称

出资额（万元）

所持股份比例（％）

单银木

９２０．００

５３．３６

潘金水

２８５．００

１６．５３

戴瑞芳

２０５．００

１１．８９

萧山市第二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１７２．４１３７

１０．００

陈辉

４５．００

２．６１

许荣根

４５．００

２．６１

３４．４８２８

２．００

靖江地方金属材料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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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省工业设计研究院

１７．２４１４

１．００

合

１，７２４．１４

１００

计

本公司于 ２０００ 年 １２ 月 １２ 日完成了工商变更登记，领取了杭州市工商行政管理
局萧山分局核发的注册号为 ３３０１８１２４１０３４５ 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
本次增资扩股，以 ２０００ 年 １１ 月末的净资产为基础依据并综合考虑公司今后的
持续发展和盈利能力，经新老股东协商后确定，每出资 ６０ 万元可持有公司 １％的股
权。
以上两次增资扩股的折股比例依据增资扩股对象的实际情况，由双方协商确
定，并以股东大会决议认可，具有合理性。
（５）经本公司股东会决议通过，并经浙江省人民政府企业上市工作领导小组
浙上市【２０００】６５ 号文《关于同意变更设立浙江杭萧钢构股份有限公司的批复》批
准，原杭州杭萧钢结构有限公司整体变更为浙江杭萧钢构股份有限公司，即以北京
中天华正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出具的京审［２０００］１００１ 号《审计报告》的基准日
（２０００ 年 １２ 月 １３ 日）的净资产 ５，２３６．６８２３ 万元按 １：１ 的比例全部折为股本总额，
并划分为面值为壹元的等额股份共 ５，２３６．６８２３ 万股，均为普通股，由原杭州杭萧
钢结构有限公司的八名股东按原出资比例分别持有，具体为：
股

东

名

称

持股数量（万股）

所占总股本比例（％）

单银木

２，７９４．２９３７

５３．３６

潘金水

８６５．６２３６

１６．５３

戴瑞芳

６２２．６４１５

１１．８９

杭州萧山第二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５２３．６６８２

１０．００

陈辉

１３６．６７７４

２．６１

许荣根

１３６．６７７４

２．６１

靖江地方金属材料有限公司

１０４．７３３７

２．００

５２．３６６８

１．００

５，２３６．６８２３

１００．００

浙江省工业设计研究院
合计

公司于 ２０００ 年 １２ 月 ２８ 进行了工商变更登记，领取了浙江省工商行政管理局核
发的注册号为 ３３００００１００７４９３ 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
２、重大资产重组
公司成立以来，未发生重大的资产重组行为。
３、股权变化对控制权及管理层、公司业务和经营业绩的影响
（１）公司自成立以来，一直从事钢结构的制作和安装服务，到 ２０００ 年，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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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具备了钢结构的设计、制作、安装一体化服务能力，到目前为止，未发生主营业
务变更的情况。
（２）公司自成立以来，单银木先生一直作为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和重要的管理者，
到目前为止，单先生还拥有公司 ５３．３６％股份，为公司的控股股东，任本公司董事长。
本公司的其他发起人潘金水、陈辉、戴瑞芳、许荣根都是公司重要的管理者，
其中：潘金水先生于 １９９８ 年加入本公司，历任公司管理部经理、总经理助理、副总
经理、董事会秘书等职，现任公司控股子公司河南杭萧总经理；陈辉先生于 １９９７ 年
加入本公司，历任公司融资部经理、财务部经理、总经理助理等职，现任公司控股
子公司山东杭萧总经理助理；戴瑞芳先生于 １９９７ 年加入本公司，历任销售部经理、
营销副总经理等职，现任公司控股子公司山东杭萧总经理；许荣根先生于 １９９４ 年加
入本公司历任销售部经理、项目经理，现任公司控股子公司安徽杭萧副总经理。
公司核心技术人员魏潮文、陈国津先生分别于 １９９８ 年 ４ 月和 １９９５ 年 １１ 月加盟
本公司，公司现任总经理张振勇先生于 １９９８ 年 ８ 月加盟公司。公司管理层和核心技
术人员稳定。
（３）公司近三年经营业绩不断增长。公司 ２０００ 年完成销售收入 １２，４４９．９３ 万
元，２００１ 年增长到了 ３０，９５９．１７ 万元，２００２ 年增长到了 ６３，６３８．０９ 万元，年均增长
１２６．０９％。净利润从 ２０００ 年的 １，１４２．５７ 万元增长到 ２００２ 年的 ４，３９６．７１ 万元，年均
增长 ９６．１６％。
与主营业务增长对应的资产变动情况如下（单位为万元）：
资产类别

２００２ 年

２００２ 年比上
年增长

２００１ 年比上
年增长

２００１ 年

２０００ 年

流动资产

２８，９８６．７７

１３，０７９．８

１５，９０６．９７

２１５．１８

１５，６９１．７９

长期股权投资
固定资产

－３３９．５７
３１，４５１．８５

－１，６５７．５
１９，９０７．８

１，３１７．８９
１１，５４４．０４

１，６４４．７５
２，２７４．０１

－３２６．８６
９，２７０．０３

１，１３５．４４

８８３．２

２５２．２３

３．０９

２４９．１４

６１，２３４．５０

３２，２１３．４

２９，０２１．１３

４，１３７．０４

２４，８８４．０９

无形资产及其他资产
总资产

２００１ 年固定资产增加了 ２，２７４．０１ 万元，主要是在建工程增加了 １，４０３．５４ 万元；
长期股权投资增加了 １，６４４．７５ 万元，主要是因为新设山东及河南子公司，由于其处
于建设期未合并报表所致。
２００２ 年公司资产及销售收入大幅增长主要是因为股份公司在 ２００１ 年开始实施
“高层建筑钢—砼组合结构开发及产业化”项目建成投产。同时新成立的山东及河
南的子公司开始了生产并生产了效益。
“高层建筑钢—砼组合结构开发及产业化”项目投资情况如下：
资产类别

金额（万元）

房屋建筑物

１０，８８０．５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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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备

５，５０９．４８

配套设施

１３０．４１

总计

１６，５２０．４７

山东及河南四子公司并入合并报表的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资产类别

山东杭萧

青岛杭萧

河南杭萧

洛阳杭萧

合

计

流动资产

２，５４５．３６

２６３．９５

１，２３９．２７

１，５３４．５９

５，５８３．２７

固定资产

３，０５９．４１

４４１．９１

１，７４４．８２

５５．８２

５，３０１．３７

１５６．７３

０

２２５．４０

０

３８２．１３

５，７６１．４０

７０５．８６

３，２０９．４９

１，５９０．４１

１１，２６６．６８

无形资产及其他资产
总资产

２００２ 年，山东杭萧与青岛杭萧分别为公司主营业务收入增加了 ５，８９８．２３ 万元
与 ４３４．６９ 万元；河南杭萧与洛阳杭萧共计为公司主营业务收入增加了 ９７３．４６ 万元。

四、发起人出资及股本变化的验资、评估及审计情况
１、验资情况
本公司在整体变更设立时及报告期内未进行资产评估。自公司成立以来进行了
５ 次验资。
（１）萧山市杭萧轻型钢房制造有限公司的设立
本公司于 １９９４ 年 １２ 月 ２０ 日在萧山市成立，成立时的名称为萧山市杭萧轻型
钢房制造有限公司。公司设立时的注册资本为 ２００ 万元人民币。萧山市审计师事务
所为本公司的设立进行了验资，并于 １９９４ 年 １２ 月 １９ 日出具了注册资金验证资信
证明书。萧山市金属构件厂以设备出资人民币 １６０ 万元，占公司注册资本的 ８０％；
萧山市新街镇盛东村村民委员会以设备出资 ４０ 万元，占注册资本的 ２０％。
截止 １９９５ 年 ２ 月 ２８ 日，本公司实收资本为 ６０．５０ 万元，系萧山市金属构件厂
实际以设备出资。1996 年 7 月及 1996 年 10 月，萧山市金属构件厂分别将 739.61
万元和 29.32 万元的固定资产投入到本公司，补足了出资并代替萧山市新街镇盛东
村村民委员履行了出资义务。
（２）萧山市杭萧轻型钢房制造有限公司增资扩股并更名为杭州杭萧钢结构有
限公司
１９９７ 年 ２ 月 １９ 日，本公司股东会通过决议：鉴于萧山市新街镇盛东村村民委
员会一直未曾出资，经股东协商，同意萧山市盛东村村民委员会放弃 ２０％的股权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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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将该 ２０％的股权资格转让给单银木（因未发生实质性转让，不再另立转让协议，
股东会认可即生效），由单银木在 １９９７ 年 ２ 月 ２５ 日前出资 ４０ 万作为股本金；同时
单银木再以货币资金增加出资 ８８０ 万元，本公司注册资本由 ２００ 万元增加到 １，０８０
万元，同时更名为杭州杭萧钢结构有限公司。因萧山市金属构件厂改制成杭州杭萧
机械结构发展有限公司，原萧山市金属构件厂所持有的本公司的股权由杭萧机械结
构发展有限公司持有。
萧山市审计师事务所于 １９９７ 年 ２ 月 ２７ 日以萧审所验新办（１９９７）２７５ 号《验
资报告》为本公司的投入资本金进行了审查验证。根据该验资报告，本公司资本金
为人民币 １０８０ 万元。其中，单银木以现金出资 ９２０ 万元，杭州杭萧机械结构发展
有限公司以实物出资 １６０ 万元。
发行人律师认为，萧山市金属构件厂对萧山市杭萧轻型钢房制造有限公司总投
入与验资时的出资额不一致情况对发行人本次发行与上市并不构成实质性障碍。
主承销商认为，萧山市金属构件厂对发行人的投入资产总额与验资时的出资额
不一致的情形，对发行人本次发行与上市并不构成实质性障碍。
（３）杭州杭萧钢结构有限公司 ２０００ 年 １１ 月增资扩股
２０００ 年 １１ 月 ２ 日，经本公司股东会决议通过，杭州杭萧机械结构发展有限公
司将其持有本公司 １４．８１％的股权转让给戴瑞芳；同时进行增资扩股，潘金水以货币
资金出资 ２８５ 万元、陈辉以货币资金出资 ４５ 万元、许荣根以货币资金出资 ４５ 万元、
戴瑞芳以货币资金出资 ４５ 万元，注册资本增加到 １，５００ 万元。杭州市萧然会计师
事务所于 ２０００ 年 １１ 月 １４ 日出具了杭萧会验字【２０００】第 １０１９ 号验资报告。
（４）杭州杭萧钢结构有限公司 ２０００ 年 １２ 月增资扩股
２０００ 年 １２ 月 ４ 日，经本公司股东会决议通过，本公司进行了增资扩股，注册
资本由 １，５００ 万元增加到 １，７２４．１４ 万元。此次增资扩股的出资情况为： 萧山市第
二建筑工程有限公司以货币资金出资 ６００ 万元，其中 １７２．４１３７ 万元为实收资本，
其余 ４２７．５８６３ 万元作为资本公积金； 靖江地方金属有限公司以货币资金出资 １２０
万元，其中 ３４．４８２８ 万元作为实收注册资本，其余 ８５．５１７２ 万元作为资本公积金；
浙江省工业设计研究院以货币资金出资 ６０ 万元，其中 １７．２４１４ 万元作为实收注册
资本，其余 ４２．７５８６ 万元作为资本公积金。杭州市萧然会计师事务所出具了杭萧会
验字【２０００】第 １１２１ 号验资报告。
（５）杭州杭萧钢结构有限公司整体变更为股份公司
２０００ 年 １２ 月 １３ 日，经股东会决议通过并经浙江省人民政府企业上市工作领导
小组浙上市【２０００】６５ 号文批准，原杭州杭萧钢结构有限公司整体变更为浙江杭萧
钢构股份有限公司，即以变更基准日（２０００ 年 １２ 月 １３ 日）的净资产 ５，２３６．６８２３
万元按 １： １ 的比例全部折为股本总额，并划分为面值为壹元的等额股份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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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２３６．６８２３ 万股，均为普通股，由本公司原八名股东按原出资比例分别持有。
北京中天华正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对公司截止 ２０００ 年 １２ 月 １３ 日止的实收
资本真实性和合法性进行了审验，并出具京审［２０００］１００１ 号审计报告和京验
［２０００］１００１ 号验资报告。
２、审计情况
（１）受浙江杭萧钢构股份有限公司委托，北京中天华正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
司对本公司 １９９９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资产负债表、１９９９ 年度利润及利润分配表、２００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资产负债表和合并资产负债表、２０００ 年度利润及利润分配表和合并利润
及合并利润分配表进行了审计，于 ２００１ 年 ３ 月 ８ 日出具了中天华正（京）审
［２００１］１００３ 号的无保留意见《审计报告》。
（２）受浙江杭萧钢构股份有限公司委托，北京中天华正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
司对本公司 ２００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的资产负债表和合并资产负债表、２００１ 年度的利润
及利润分配表和合并利润及利润分配表、２００１ 年度现金流量表和合并现金流量表进
行了审计，于 ２００２ 年 ２ 月 ６ 日出具了中天华正（京）审［２００２］０４４ 号的无保留意
见《审计报告》。
（３）受浙江杭萧钢构股份有限公司全体股东的委托，北京中天华正会计师事
务所有限公司对本公司 １９９９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２００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２００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２００２ 年 ６ 月 ３０ 日的资产负债表和合并资产负债表，１９９９ 年度、２０００ 年度、２００１
年度、２００２ 年 １－６ 月的利润及利润分配表和合并利润及利润分配表， ２００１ 年度、
２００２ 年 １－６ 月的现金流量表和合并现金流量表进行了审计，于 ２００２ 年 ８ 月 ２ 日出
具了中天华正（京）审［２００２］１０１ 号的无保留意见《审计报告》。
（４）受浙江杭萧钢构股份有限公司全体股东的委托，北京中天华正会计师事
务所有限公司对本公司 ２００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２００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２００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的资产负债表和合并资产负债表，２０００ 年度、２００１ 年度、２００２ 年度的利润及利
润分配表和合并利润及利润分配表， ２００１ 年度、２００２ 年度的现金流量表和合并现
金流量表进行了审计，于 ２００３ 年 １ 月 ２５ 日出具了中天华正（京）审［２００３］０１８ 号
的无保留意见《审计报告》。
（５）受浙江杭萧钢构股份有限公司全体股东的委托，北京中天华正会计师事
务所有限公司对本公司 ２００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２００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２００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２００３ 年 ６ 月 ３０ 日的资产负债表和合并资产负债表，２０００ 年度、２００１ 年度、２００２
年度、２００３ 年 １－６ 月的利润及利润分配表和合并利润及利润分配表，２００２ 年度、
２００２ 年 １－６ 月的现金流量表和合并现金流量表进行了审计，于 ２００３ 年 ７ 月 ２８ 日出
具了中天华正（京）审［２００３］０８８ 号的无保留意见《审计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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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土地使用权、商标和其他无形资产
本公司整体变更为股份公司后，对公司的资产办理了相应的权属变更手续，除
机器设备、运输设备等固定资产外，主要还有：
１、商标
本公司拥有以下商标的所有权并已取得完备的权属证书：
注册商标

注册证号

ＨＡＮＧＸＩＡＯ

注册有效期

第 ９６３４５３ 号

备

注

自 １９９７ 年 ３ 月 １４ 日
至 ２００７ 年 ７ 月 １３ 日

第 ９５９１８５ 号

自 １９９７ 年 ３ 月 ７ 日
至 ２００７ 年 ３ 月 ６ 日

杭萧

第 ９６３４８０ 号

１９９７ 年 ３ 月 １４ 日

该商标由机械结构

至 ２００７ 年 ３ 月 １３ 日

转让给本公司

２、土地使用权及房屋所有权
本公司拥有土地使用权 ２１３，４１５．３０ 平方米以及工业用房屋 １２５，０９３．３７ 平方
米，详见第五章“业务与技术”中“四·２ 主要无形资产”。
３、专利与非专利技术
本公司目前拥有两项专有技术，两项专利，另有六项专利正在申请中。详见第
五章“业务与技术”中“十二核心技术”。

六、公司的员工人数、员工构成
１、员工人数及变化情况
２００１ 年和 ２００２ 年底本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员工总数分别为 ８０４ 人和 １，７５７ 人；
截止 ２００３ 年 ６ 月 ３０ 日员工总数为 ２，６２１ 人，无离退休人员。
２、员工专业结构
类

别

人数（人）

占总人数比例（％）

生产人员

１，７３０

６６

技术人员

３２１

１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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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管理人员

４０５

１５

销售人员

１６５

６

２，６２１

１００

人数（人）

占总人数比例（％）

本科以上

２８８

１１

大专

３１１

１２

中专

５０１

１９

其他

１，５２１

５８

合计

２，６２１

１００

人数（人）

占总人数比例（％）

４５ 以上

８６

３

３６￣４５ 岁

３６６

１４

２６￣３５ 岁

１，１８６

４５

２５ 岁以下

９８３

３８

２，６２１

１００

合计

３、员工学历构成
学

历

４、员工年龄构成
年

合

龄

计

５、发行人执行社会保障制度的情况
本公司全体员工均实行劳动合同制，本公司根据国家、萧山市的有关规定在萧
山市社会保险管理局为符合条件的员工投保了社会统筹，保险种类有：养老保险、
工伤保险、大病医疗保险、女工生育保险。

七、公司独立运营情况
本公司在业务、资产、人员、机构、财务方面与各股东完全分离、相互独立。
本公司具有完整的供应、生产和销售系统，具有独立完整的业务和面向市场自主经
营的能力。
１、业务独立情况
公司在业务上与股东之间不存在同业竞争情况。公司建立了由供应部、工程部、
营销部分别负责的独立、完整的原材料采购供应、生产和销售系统。本公司拥有独
立的产品销售网络和客户服务体系，独立开展业务。本公司建立了技术开发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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拥有科研队伍进行技术开发。
２、资产完整情况
本公司拥有业务所需的完整的生产系统、辅助生产系统和配套设施、土地使用
权等资产，拥有独立的采购和销售系统，并完全独立于股东。
３、人员独立情况
本公司的生产经营和行政管理（包括劳动、人事和工资管理等）完全独立于股
东，本公司的办公机构和生产经营场所与股东完全分开；本公司员工均为全职人员；
本公司董事长、总经理、副总经理、财务负责人、营销负责人、董事会秘书等高级
管理人员专职在公司工作，并在公司领取薪酬，不在股东单位兼任任何职务。
４、机构独立情况
本公司根据《公司法》和公司章程，建立了适应本公司生产经营需要的组织结
构，设有 １３ 个职能部门，并分别制定了比较完善的岗位职责和管理制度，各部门
独立运作，不受股东单位影响控制。
５、财务独立情况
本公司及其子公司设立了独立的财务会计部门，并建立了独立的会计核算体系
和财务管理制度，配备了专职的财务人员；本公司独立在银行开户，开设了独立的
银行账号和税务登记号，依法独立进行纳税申报和履行缴纳义务，独立运营资金；
不存在与股东共用银行账户或混合纳税情况，不存在将本公司资金存入股东账户的
情况；本公司能够独立作出财务决策，不存在股东公司干预本公司资金使用的情况。

八、环境保护
本公司从事的生产经营活动不产生重大环境污染。浙江省环境保护局为本公司
出具了证明：公司在生产经营中能够遵守国家环境保护法律、法规，“三废”排放
基本达到环保要求，近三年来不存在因违反环境保护法律、法规而被处罚的情形。

九、发行人股本情况
１、股权结构的历次变动情况
（见本章“二· ３、历次股本形成及股权变化情况”）
２、自然人股东及其在本公司任职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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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人股东

现在本公司任职情况

单银木

任本公司董事长，控股子公司山东杭萧、河南杭萧、安徽杭萧、芜湖
杭萧、机械结构、洛阳杭萧、江西杭萧、杭州金剑、芜湖检测的董事
长

潘金水

现任本公司董事，控股子公司河南杭萧总经理

戴瑞芳

现任本公司董事，控股子公司山东杭萧总经理

陈辉

现任本公司监事，控股子公司山东杭萧副总经理

许荣根

现任本公司监事，控股子公司安徽杭萧副总经理

３、本次拟发行的股份
公司本次拟向社会公开发行不超过 ２，５００ 万人民币普通股。
４、本次发行后公司股本结构
本公司若成功发行新股 2,500 万股，股本将增加到 7,736.68 万股。本公司发行
后股本结构的变化如下：
股

份

类

别

股份数量（万股）

占总股本比例（％）

发起人股：

５，２３６．６８２３

６７．６９

其中：单银木

２，７９４．２９３７

３６．１２

潘金水

８６５．６２３６

１１．１９

戴瑞芳

６２２．６４１５

８．０５

浙江国泰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５２３．６６８２

６．７７

陈辉

１３６．６７７４

１．７７

许荣根

１３６．６７７４

１．７７

靖江地方金属材料有限公司

１０４．７３３７

１．３５

５２．３６６８

０．６８

２５，００．００

３２．３１

７，７３６．６８２３

１００．００

浙江省工业设计研究院
社会公众股
总股本

十、股东的持股比例及其相互之间的关联关系
１、股东的持股比例
股

东

名

称

持股数量（万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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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银木

２，７９４．２９３７

５３．３６

潘金水

８６５．６２３６

１６．５３

戴瑞芳

６２２．６４１５

１１．８９

浙江国泰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５２３．６６８２

１０．００

陈辉

１３６．６７７４

２．６１

许荣根

１３６．６７７４

２．６１

靖江地方金属材料有限公司

１０４．７３３７

２．００

５２．３６６８

１．００

５２３６．６８２３

１００．００

浙江省工业设计研究院
合计

２、本公司股东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十一、股东的基本情况
１、股东名称及其持股情况
详见本章“九·１、主要股东的持股情况”
２、本公司股东所持有本公司的股票均无被质押及其他有争议的情况。
３、法人股东的情况
（１）浙江国泰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即原萧山市第二建筑工程有限公司，成立于
１９９７ 年 ９ 月 ２９ 日，是由自然人李炳传、孔祥燕投资的有限责任公司，注册资本 ５，３８８
万元，法定代表人为李炳传。法定地址：杭州市城厢镇萧绍路 ４８８ 号，经营范围建
筑施工、设备安装、建筑装饰、市政建设、基础设施，营业执照注册号：
３３０１８１２７１１４６７。
主要管理层：董事长兼总经理李炳传，董事为孔祥燕、王建伟，副总经理为孔
祥燕、周韬，财务负责人为沈汉阳。
截止 ２００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浙江国泰建设集团有限公司的总资产 ２５，０７６．００ 万
元，净资产 ６，５６５．１１ 万元，对外投资 ２，３９４．８６ 万元；２００２ 年度实现销售收入
８６，４９９．９８ 万元，利润总额 ５６９．６９ 万元，该财务数据已经杭州萧然会计师事务所审
计。
浙江国泰建设集团有限公司股权结构及其控股和参股的单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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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人孔祥燕

自然人李炳传
９２．０％

１８．０％

浙江国泰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１０％

８６％

８０．７７％

６０％

６０％

３４％

６０％

３０％
杭州萧山巨神园林绿化有限公司

杭州国泰建筑工程材料检测有限公司

杭州耀华环保工程有限公司

杭州耀华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浙江耀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浙江顺泰工程建设有限公司

杭州萧山国泰宾馆有限公司

浙江杭萧钢构股份有限公司

除本公司外，浙江国泰建设集团有限公司控股、参股的其他公司基本情况如下：
１）杭州萧国泰宾馆有限公司，注册资本 ２８０ 万元，法定代表人李炳传，实际
经营范围为宾馆餐饮业，浙江国泰建设集团有限公司持股 ８６％，浙江顺泰工程建设
有限公司持股 １４％，按比例李炳传间接持有该公司 ７９．１２％的股权。截止 ２００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该公司总资产 ４８７．２４ 万元，净资产 ３０８．５５ 万元，主营业务收入 ８３０．２３
万元，净利润 ２８．５５ 万元，该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２）浙江顺泰工程建设有限公司，注册资本 ２，０８０ 万元，法定代表人李炳传，
实际经营范围为市政工程建设，浙江国泰建设集团有限公司持股 ８０．７７％，来志刚等
六位自然人持股 １９．２３％，按比例李炳传间接持有该公司 ７４．３１％的股权。截止 ２００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该公司总资产 ５，１７８．９８ 万元，净资产 ３，１７１．０４ 万元，主营业务收
入 ７，７７８．９７ 万元，净利润 ３２８．３７ 万元，该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３）浙江耀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注册资本 １，０００ 万元，法定代表人李炳传，
实际经营范围为房地产，浙江国泰建设集团有限公司持股 ６０％，浙江顺泰工程建设
有限公司持股 ４０％，按比例李炳传间接持有该公司 ５５．２０％的股权。截止 ２００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该公司总资产 １，００１．６７ 万元，净资产 １，００１．５８ 万元，主营业务收入 ３８０．１２
万元，净利润 １．５８ 万元，该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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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浙江耀华信息技术有限公司，注册资本 １００ 万元，法定代表人李炳传，实
际经营范围为信息技术开发，浙江国泰建设集团有限公司持股 ６０％，浙江顺泰工程
建设有限公司持股 ４０％，按比例李炳传间接持有该公司 ５５．２０％的股权。截止 ２００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该公司总资产 ５６３．１４万元，净资产 ５００．５４万元，主营业务收入 ２７９．０９
万元，净利润 ０．３１ 万元，该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５）浙江耀华环保工程有限公司，注册资本 ２００ 万元，法定代表人李炳传，实
际经营范围为环保工程及环保设备经销，浙江国泰建设集团有限公司持股 ３４％，吕
炜持股 ３３％，朱丽华持股 ３３％，按比例李炳传间接持有该公司 ３１．２８％的股权。截止
２００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该公司总资产 ２０４．５１ 万元，净资产 ２００．９９ 万元，主营业务收
入 ３．１８ 万元，净利润 ０．９９ 万元，该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６）杭州国泰建筑工程材料检测有限公司，注册资本 ５０ 万元，法定代表人余汉
清，实际经营范围为建筑工程材料检测，浙江国泰建设集团有限公司持股 ６０％，浙
江顺泰工程建设有限公司持股 ４０％，按比例李炳传间接持有该公司 ８４．９２％的股权。
截止 ２００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该公司总资产 ５２．１４ 万元，净资产 ５１．９０ 万元，主营业
务收入 ４．５０ 万元，净利润 １．９０ 万元，该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７）杭州萧山巨神园林绿化有限公司，注册资本 ５００ 万元，法定代表人胡柏夫，
实际经营范围为市政园林、环境绿化、苗木种植等，浙江国泰建设集团有限公司持
股 ３０％，自然人陆祥康、杨百红分别持股 １５％，杭州萧山巨神机械工程有限公司持
股 ４０％，按比例李炳传间接持有该公司 ２７．６０％的股权。截止 ２００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该公司总资产 ２，１３２．５１ 万元，净资产 ７１８．００ 万元，主营业务收入 ７５９．１２ 万元，
净利润 ２１８．００ 万元，该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２）靖江地方金属材料有限公司，成立于 １９９７ 年 ３ 月 ２０ 日，是一家由 ２５ 位
自然人出资设立的有限责任公司，陈一江为该公司第一大股东，持股 ６７．３１％。公司
注册资本 ５２ 万元，法定代表人为陈一江，法定地址：江苏省泰州市靖城江平路 １２
号。经营范围金属材料、化工原料（除化学危险品）、五金、家用电器、日用百货，
营业执照注册号：３２１２８２２１００７５７（１／１）。
该公司主要管理层：董事长兼总经理陈一江，董事为陈一江、陈友林，财务负
责人为高定芝。
截止 2002 年 12 月 31 日，靖江地方金属材料有限公司的总资产 1,996.02 万元，
净资产 1,070.51 万元，对外投资为 120.00 万元；2002 年度实现销售收入 43,779.79
万元，利润总额 384.76 万元，该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该公司除了持有本公司 2.0%的股份外，没有其他对外投资。
（３）浙江省工业设计研究院，创建于 １９５８ 年，于 １９９５ 年 ８ 月取得浙江省工
商行政管理局核发的注册号为 ３３００００１００３６４０ 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注册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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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６３５．０ 万元，法定代表人为吕思达。法定地址：杭州市省府路 ２１ 号，经营范围：
工业与民用建筑、冶金、有色金属、非金属矿山、轻工、丝绸印染等建设工程的规
划、可行性研究、勘察设计、建筑装饰设计和工程总承包。经济性质：国有经济。
该院是浙江省冶金工业总公司领导下的建设工程勘察设计为主全民性质的经济实
体，实行事业单位企业化管理、自收自支、独立核算。
该院主要管理层：院长吕思达、副院长章华，总工程师孙鲁滨，财务负责人为
王红黎。
截止 2002 年 12 月 31 日，浙江省工业设计研究院的总资产 3,383.53 万元，净
资产 2,412.26 万元，对外投资为 339.16 万元。该财务数据已经浙江天健会计师事务
所审计。
该院控股和参股单位：

浙江省工业设计研究院

杭州兴达贸易公司

浙江杭萧钢构股份有限公司

９０％

１００％
浙江工业设计研究院装饰工程公司

１００％

浙江盛华工程建设监理有限公司

１％

除本公司外，浙江省工业设计研究院控股、参股的其他公司基本情况如下：
１）杭州兴达贸易公司，为浙江省工业设计研究院全资子公司，注册资本 ７０ 万
元，法定代表人孔庆平，实际经营范围为金属、建筑材料，截止 ２００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该公司总资产 ２１３．５７ 万元，净资产 ４３．９０ 万元，净利润 ２．２１ 万元。该财务数
据已经浙江天健会计师事务所审计。
２）浙江盛华工程建设监理有限公司，注册资本 １００ 万元，法定代表人冯敏，
实际经营范围为工业、民用建筑工程监理，浙江省工业设计研究院持股 ９０％，浙江
省冶金研究院持股 １０％，截止 ２００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该公司总资产 １５７．６２ 万元，净
资产 １０３．３２ 万元，主营业务收入 ３０３．１９ 万元，净利润 ５．９５ 万元，该财务数据已
经浙江天健会计师事务所审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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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浙江工业设计研究院装饰工程公司，为浙江省工业设计研究院全资子公司，
注册资本 ５０ 万元，法定代表人曹伯平，实际经营范围为建筑装饰，截止 ２００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该公司总资产 ９１．１６ 万元，净资产 ６２．６８ 万元，主营业务收入 １５０．０９ 万
元，净利润 ４．６２ 万元，该财务数据已经浙江天健会计师事务所审计。
４、本公司主要股东以及作为股东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作出的重要承
诺及其履行情况
（１）避免同业竞争的承诺
本公司所有股东及其所控制的关联人目前并未从事与本公司发生同业竞争的
业务，不存在与本公司同业竞争情况。为了避免今后可能出现同业竞争，不致于利
用股东地位，损害本公司的利益，本公司的控股股东单银木先生及其配偶王琦琼、
其胞弟单银荣先生，其他持股比例 ５％以上的自然人股东出具了《 避免同业竞争的承
诺书》，所有的法人股东和本公司签署了《避免同业竞争的协议》
（见本文第六章“同
业竞争与关联交易”部分内容）。
（２）自愿锁定所持股份的承诺
本公司第一大股东单银木承诺：“自愿锁定所持股份，自发行人股票上市之日
起 １２ 个月内，不转让其持有的发行人股份，也不由发行人回购其持有的股份。”
持有本公司股份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承诺：“在任职期间不得转让其
持有的发行人股份。”

十二、本公司及控制人控股、参股公司的基本情况
１、本公司的控股子公司及参股公司
（１）安徽杭萧钢结构有限公司
安徽杭萧钢结构有限公司系中外合资企业，成立于 １９９９ 年 ５ 月，注册资本为
２１０．８０ 万美元，本公司投资 １，３１２．５０ 万元，占 ７５％的股权，周金法投资 ２６２．５０ 万
元，占 １５％的股权，王更新投资 １７５ 万元，占 １０％的股权。公司住所：芜湖经济技
术开发区，法定代表人：单银木，经营范围：建筑钢结构工程承包安装，钢结构配
件加工。
截止 ２００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安徽杭萧总资产为 １２，４４３．６４万元，净资产为 ４，０６６．４８
万元，２００２ 年度销售收入为 １２，９１８．０２ 万元，净利润为 １，４１７．９５ 万元，该财务数
据已经北京中天华正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审核。
（２）芜湖杭萧机械结构有限公司
芜湖杭萧机械结构有限公司成立于 ２０００ 年 １２ 月，注册资本为 １００ 万元，本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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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投资 ９５ 万元，占 ９５％的股权，王琦琼投资 ５ 万元，占 ５％的股权。公司住所：芜
湖经济技术开发区延安北路 ２０７ 号，法定代表人：单银木，经营范围：钢结构加工
及建筑钢结构配件加工。
截止 ２００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芜湖杭萧总资产为 ３，３２４．２９ 万元，净资产为 １４１．７８
万元，２００２ 年度销售收入 １０，４５６．６２ 万元，净利润为 ３６．５１ 万元，该财务数据已经
北京中天华正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审核。
（３）杭州杭萧机械结构发展有限公司
杭州杭萧机械结构发展有限公司成立于 １９９５ 年 ４ 月，注册资本为 １２０ 万元，
公司住所：萧山区新街镇盛东村，法定代表人：单银木，经营范围：钢结构加工及
建筑钢结构配件加工。本公司出资 １００ 万元，占 ８３．３３％的股权，萧山市顶昌物资有
限公司出资 ２０ 万元，占 １６．６７％的股权。
该公司前身为股份合作制企业“萧山市金属结构件厂”，由单银木个人在 １９８５
年投资 ５ 万元创办，并挂集体企业牌子。１９９５ 年改制成立机械结构有限责任公司时，
萧山市新街镇盛东村村民委员会出资 ３２．９ 万元，占 ２７．４２％的股份，单银木出资
７５．９８ 万元，占有 ６３．３１％的股份；其他自然人股东分别为周火良出资 ７．５ 万元，占
６．２５％的股份，许荣根出资 １．５ 万元，占 １．７５％，赵建忠出资 １ 万元，严文江出资 ０．５
万元，占 ０．４２％的股份，单银荣出资 ０．４８ 万元，占 ０．４％，余林花出资 ０．１４ 万元，
占 ０．１７％的股份。
２０００ 年 １１ 月 ２４ 日，经该公司股东会决议，同意萧山市新街镇盛东村村民委员
会将其持有的该公司的股份按出资额 ２０ 万元转让给萧山市顶昌物资有限公司，另
外 １２．９ 万元转让给本公司；同时单银木、许荣根、赵建忠、周火良、严文江、单
银荣、余林花将其持有的该公司的股份按出资额全部转让给本公司。由此，本公司
共出资 １００ 万元，拥有杭州杭萧机械结构有限公司 ８３．３３％的股份。
截止 ２００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机械结构公司总资产为 ９，３８１．８５ 万元，净资产为
５６２．４１ 万元，２００２ 年度销售收入 ２１，９０３．４５ 万元，净利润为 ７８．９３ 万元，该财务
数据已经北京中天华正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审核。
（４）山东杭萧钢构有限公司
山东杭萧钢构有限公司成立于 ２００１ 年 １２ 月，注册资本为 １，０００．００ 万元，本
公司投资 ９００ 万元，占 ９０％的股权，戴瑞芳投资 １００ 万元，占 １０％的股权。公司住
所：山东省青岛市胶州市胶州湾工业园，法定代表人：单银木，经营范围：建筑钢
结构工程的制作安装、建筑钢结构配件制作安装、非标钢结构件。
截止 ２００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山东杭萧总资产为 ５，７６１．５１ 万元，净资产为 １，４４８．８８
万元，２００２ 年度销售收入 ６，７２８．６７ 万元，净利润为 ４４８．８８ 万元，该财务数据已经
北京中天华正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审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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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青岛杭萧机械结构有限公司
青岛杭萧机械结构有限公司成立于 ２００２ 年 ４ 月 ２３ 日，注册资本为 １００ 万元，
本公司投资 ９０ 万元，占 ９０％的股权，戴瑞芳投资 １０ 万元，占 １０％的股权。公司住
所：山东省青岛市胶州市胶州湾工业园，法定代表人：张振勇，经营范围：建筑钢
结构工程的制作，建筑钢结构配件制作，非标准钢结构件。
截止 ２００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青岛杭萧总资产为 ７０５．８６ 万元，净资产为 １００．５０
万元，２００２ 年度销售收入 ２，５０８．２８ 万元，净利润为 ０．５０ 万元，该财务数据已经北
京中天华正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审核。
（６）河南杭萧钢构有限公司
河南杭萧钢构有限公司成立于 ２００１ 年 １２ 月，注册资本为 １，０００．００ 万元，本
公司投资 ８００ 万元，占 ８０％的股权，洛阳制冷机械厂投资 ２００ 万元，占 ２０％的股权。
公司住所：河南省洛阳飞机场工业园区，法定代表人：单银木，经营范围：钢结构
工程的制作安装、地基与基础施工。
截止 ２００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河南杭萧总资产为 ３，２０８．９０ 万元，净资产为 １，００３．２５
万元，２００２ 年度销售收入 ６２７．９８ 万元，净利润为 ３．２５ 万元，该财务数据已经北京
中天华正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审核。
（７）洛阳杭萧机械结构有限公司
洛阳杭萧机械结构有限公司成立于 ２００２ 年 ５ 月 １５ 日，注册资本为 １００ 万元，
本公司投资 ８０ 万元，占 ８０％的股权，洛阳制冷机械厂投资 ２０ 万元，占 ２０％的股权。
公司住所：河南省洛阳飞机场工业园区，法定代表人：单银木，经营范围：金属结
构件、建筑钢结构配件的加工。
截止 ２００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洛阳杭萧总资产为 １，５９０．４１ 万元，净资产为 １４８．６２
万元，２００２ 年度销售收入 １，２２８．９０ 万元，净利润为 ４８．６２ 万元，该财务数据已经
北京中天华正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审核。
（８）杭州金剑钢结构检测有限公司
杭州金剑钢结构检测有限公司成立于 ２００２ 年 １１ 月 ４ 日，注册资本为 １５ 万元，
本公司投资 １３．５ 万元，占 ９０％的股权，罗建民个人出资 １．５ 万元，占 １０％的股权。
２００３ 年 １０ 月 ２２ 日，该公司注册资本增加为 ５０ 万元，本公司出资 ４５ 万元，占 ９０％
的股权，赵小利个人出资 ５ 万元，占 １０％的股权。公司住所：杭州市萧山区红垦农
场杭萧钢构股份公司内，法定代表人：赵小利，经营范围：金属材料力学性能、化
学元素分析、检测；金属材料和焊缝的无损检测。
截止 ２００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杭州金剑总资产为 １５．０２ 万元，净资产为 １２．３８ 万
元，２００２ 年度销售收入 ０．３４ 万元，净利润为－２．６２ 万元，该财务数据已经北京中
天华正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审核。

1- 1- 55

浙江杭萧钢构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招股说明书

（９）芜湖杭萧理化检测有限公司
芜湖杭萧理化检测有限公司成立于 ２００２ 年 ８ 月 １９ 日，注册资本为 ５０ 万元，
由本公司的控股子公司安徽杭萧钢结构有限公司投资 ４５ 万元，占 ９０％的股权（本公
司间直持有其 ６７．５％的股本），张连法个人出资 ５ 万元，占 １０％的股权。公司住所：
芜湖经济技术开发区，法定代表人：单银木，经营范围：钢结构材料和产品进行理
化检测。
截止 ２００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芜湖检测总资产为 ５１．５３ 万元，净资产为 ５０ 万元，
２００２ 年度销售收入 ０ 万元，净利润为 ０ 万元，该财务数据已经北京中天华正会计师
事务所有限公司审核。
（１０）江西杭萧通力钢构有限公司
江西杭萧通力钢构有限公司成立于 ２００３ 年 ５ 月 ６ 日，注册资本为 ２，０００ 万元，
本公司投资 １，０２０ 万元，占 ５１％的股权，江西通力电业发展有限公司出资 ９８０ 万元，
占 ４９％的股权。公司住所：南昌经济技术开发区青岚大道，法定代表人：单银木，
经营范围：钢结构工程的设计、制作、安装及其他配套工程。
公司目前还处在建设期。
２、本公司实际控制人控股及参股公司
本公司实际控制人为单银木，单银木先生除了直接持股本公司 ５３．３６％的股份
外，未通过其他关联关系持有公司股份。同时单银木先生任公司董事长，为公司重
要的管理者，对公司有较大的影响和控制力。
单银木之妻王琦琼，作为公司重要关联人，虽未持有公司股份，但作为公司的
董事对公司有较大的影响力。
自然人股东潘金水、戴瑞芳分别持有本公司 １６．５３％和 １１．８９％的股份，并任公
司董事及控股子公司总经理，为公司重要的管理者，对公司有较大的影响力。
自然人股东潘金水、戴瑞芳、许荣根、陈辉都曾是公司发展的骨干人员，并与
单银木保持了多年的共事与合作，他们存在对公司共同控制的可能。
本公司实际控制人控股及参股公司见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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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本公司主要管理层控股及参股公司
（１）本公司董事王琦琼女士参股、控股的公司基本情况
本公司董事王琦琼女士参股、控股的公司有杭州杭萧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和芜
湖杭萧机械结构有限公司，具体情况如下：
①杭州杭萧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杭州杭萧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成立于 １９９９ 年 ６ 月，注册资本为 １，８８６．６０ 万
元，公司法定地址：杭州市上城区庆春路 １４１ 号。经营范围：房地产开发和经营（三
级），批发、零售，建筑材料，装饰材料，金属材料；室内美术装饰等。
杭州杭萧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原名为杭州长青房地产开发经营有限公司，是一
家集体企业，于 １９９９ 年杭州市老龄工作委员会杭老字［１９９９］１０ 号批准，由本公司
以货币资金出资 ８９０ 万元，韩志华以货币资金出资 ５００ 万元，韦洪良以货币资金出
资 ５００ 万元，傅慰慈以货币资金出资 ２１０ 万元，分别占杭州长青房地产开发经营公
司的 ４２．３８％、２３．８１％、２３．８１％和 １０．００％的股份。
２０００ 年 １ 月 ２０ 日，傅慰慈、韩志华将其持有的该公司的股权以 ６３７．８６ 万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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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格转让给本公司，至此本公司共持有该公司 ７６．１９％股份；同时王琦琼以 ４４９．２ 万
元的价格受让韦洪良所持有的该公司 ２３．８１％的股份。
２０００ 年 １０ 月，本公司拟整体变更为股份有限公司时，为了突出公司的主营业
务，实现专业化经营，经公司股东会通过决议批准，拟将杭萧房产转让给第三方。
２０００ 年 １１ 月 ２８ 日，本公司将所持有该公司 ４３．１９％的股权以注册资本 １，８８６．６ 万
元为依据，按 １：１ 价格转让给自然人王琦琼（本公司实际控制人单银木之配偶），
转让价款共计 ８１４．８２２ 万元；同年 １２ 月 ２５ 日，经公司股东会通过决议批准，本公
司将所持有该公司其余 ３３％的股权按账面成本转让给自然人单银荣（本公司实际控
制人单银木之胞弟），转让价款共计 ７４４．３７８ 万元。上述两项股权转让的价款于 ２００１
年 １２ 月 １８ 日全部支付完毕，并于 ２００１ 年 ９ 月 ５ 日办理完工商变更手续。至此，
本公司不再持有该公司的股份。
此股权转让是按公司长期投资的账面成本价值转让，转让未产生投资损益；股
权转让前公司也没有任何投资收益，公司在转让时直接冲减长期投资。
目前，该公司主要管理层为：王琦琼任该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公司董事为单
银木、单银荣，公司监事为张连发。财务负责人为赵蓓华。
截止 2002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杭州杭萧房地产开发公司的总资产为 ２７，８５９．７３ 万
元，净资产 １，９６４．６２ 万元，没有对外投资。公司 ２００２ 年实现销售收入 ６，６８６．２２
万元，净利润为 １９９．３２ 万元。该财务数据已经浙江万邦会计师事务所审计。
②芜湖杭萧机械结构有限公司
参见本章“十一·１、本公司的控股子公司及参股公司”。
（２）本公司董事戴瑞芳先生参股、控股的公司基本情况
本公司董事戴瑞芳先生参股、控股的公司有山东杭萧钢构有限公司和青岛杭萧
机械结构有限公司，具体情况参见本章“十一·１、本公司的控股子公司及参股公
司”。
（３）本公司董事李炳传先生参股、控股的公司基本情况
本公司董事李炳传先生参股、控股的公司为浙江国泰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具体
情况参见本章“十·３、法人股东的情况”。
（４）本公司监事陈一江先生参股、控股的公司基本情况
本公司监事陈一江先生参股、控股的公司为靖江地方金属材料有限公司，具体
情况参见本章“十·３、法人股东的情况”。
（５）本公司副总经理周金法先生参股、控股的公司基本情况
本公司副总经理周金法先生参股、控股的公司为安徽杭萧钢结构有限公司，具
体情况参见本章十一·１、本公司的控股子公司及参股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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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发行人的内部组织结构
１、公司的组织结构、内部管理结构
本公司按照《公司法》等有关规定，设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董事会秘
书、总经理、副总经理、财务经理及其他内部管理机构，详见“３、杭萧钢构组织
机构图。”
２、各部门职能及运营情况
◇营销部：制定公司营销策略，建立健全营销网络，负责产品的销售。
◇设计部：工程方案设计、施工图设计、设计过程中的设计质量控制、销售、
制作及安装过程中的技术支持。
◇综计办：收集处理公司各项信息，下达计划指令。
◇人力资源部：负责人事管理工作。
◇工程监理部：负责项目的监理及协调与监理单位的关系。
◇质管部：负责全公司钢结构制造、安装质量检验与管理，计量管理。
◇总经办：负责公司行政管理工作（档案管理、车辆管理、后勤管理等）。
◇总工办：总工程师的日常办事机构，负责公司技术协作，公司技术标准的制
订与推广。
◇工程部：工程合同的管理；构件的生产、供应、安装；检查、督促项目合同
的实施及售后服务。
◇供应部：合理保持物料库存，及时保证生产的物料需求。按标准和要求采购
物料，保证物料需求，保证物料质优价廉。建立完善的物资供应台账。
◇财务部：及时准确编制、上报财务报告，准确申报、缴纳税费以及公司财务
管理工作。
◇审计部：监督财务报告过程和检查内部控制制度及其执行情况，以保证财务
报告的可信性和公司各项活动的合规性。
◇证券部：负责协调股东关系、股权管理，公司股票发行上市及公司上市后的
证券事务工作等。
３、杭萧钢构组织机构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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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四、发行人及股东的纳税情况
１、本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主要纳税情况
本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现行主要税种、计税依据和税率为：
（１）流转税：股份公司、机械结构、安徽杭萧、芜湖杭萧、山东杭萧、青岛
杭萧、洛阳杭萧、江西杭萧适用增值税，税率 １７％；股份公司、安徽杭萧、河南杭
萧、山东杭萧、金剑检测、江西杭萧适用营业税，税率 ３％。
（２）企业所得税：税率 ３３％。安徽杭萧钢结构有限公司为中外合资企业，企业
所得税适用二免三减半的优惠政策，２００１ 年为第一个获利年度，所得税适用税率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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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２００３ 年所得税适用税率为 ７．５％。城市维护建设税和教育费附加按规定免征。
（３）城建税：浙江杭萧钢构股份有限公司按应交营业税的 ５％交缴，杭州杭萧
机械结构发展有限公司按应交增值税的 ５％交缴，芜湖杭萧机械结构有限公司按应交
增值税 ７％交缴，安徽杭萧钢结构有限公司因为是中外合资企业免交。
公司及控股子公司都能按章纳税，近三年来没有出现因违反国家税收法律、法
规而被处罚的情况。
２、股东纳税情况
各自然人股东除了在公司领取工资薪金以及本年度取得本公司派发的现金分
红外，没有其他收入。其工资薪金及股利由公司按有关规定代扣代缴个人所得税，
个人未进行纳税申报。
各法人股东都能依法纳税，无偷税、抗税及拖欠税款的违法行为，也未出现因
违反国家税收法律、法规而被处罚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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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业务与技术

一、建筑钢结构行业的基本情况
钢结构是一种广泛用于建筑领域的结构形式。由于钢结构具有自重轻、安装容
易、施工周期短、抗震性能好、投资回收快、环境污染少等综合优势，与钢筋混凝
土结构相比，更具有在“高、大、轻”三个方面发展的独特优势，在全球范围内，特
别是在西方发达国家，钢结构在建筑工程领域中得到合理、广泛的应用。
钢结构是一种较为符合产业化生产方式的结构形式，它容易实现设计的标准
化、构配件生产的工业化、施工的机械化和装配化；能够进行标准化的设计，系列
化的开发、集约化的生产和社会化供应。按目前通常的分类，钢结构行业包括高层
钢结构（或称高层建筑钢结构）
、轻型钢结构、空间钢结构、住宅钢结构、桥梁钢
结构 5 大子类。
1、高层建筑钢结构：高层钢结构一般是指十层（含）以上居民建筑和 ２４Ｍ（含）
以上的其它民用建筑，主要采用型钢、钢板连接或焊接成构件，再经连接、焊接而
成的结构体系。高层钢结构常用钢框架结构、钢框架-砼核心筒结构形式。后者在现
代高层、超高层钢结构中应用较为广泛，它属于钢-砼混合结构。根据“高层建筑与
城市住宅委员会”（CTBUH）于 1995 年发布的资料，在世界最高的 15 座建筑中，
位于中国大陆的 3 座，其中两座：上海金茂大厦(88 层,421 米高)和深圳地王大厦(69
层、325 米高)都是采用高层建筑钢结构。在 我国已建成及在建的高层钢结构建筑已
有 40 多幢，总面积约 320 万平方米，用钢量约 30 万吨，投资约 600 亿元（数据来
源：中国建材报）。
2、轻钢结构。主要用于轻型的工业厂房、仓库、体育场馆、展览厅、超市、
活动房屋、加层建筑等各类钢结构。轻钢结构在我国是发展最快的钢结构行业。据
《钢结构与建筑业》（2001 年 12 月特刊号）的资料显示：中国每年大约有近 1,000
万平方米轻钢建筑竣工(包括门式刚架轻钢房屋和压型钢板拱壳屋盖)。
3、空间钢结构。主要用于体育馆、候机楼、展览中心，以网架和网壳为代表
的空间结构是人们认识较早的钢结构之一。该结构的特点是受力合理、刚度大、重
量轻、杆件单一、制作安装方便，可满足跨度大、空间高、建筑形式多样的要求。
近年来，我国以钢网架及网壳为代表的空间网格结构得到了迅速发展。
4、住宅钢结构。由于钢结构的重量轻、抗震性能好、工业化程度高，是一种
绿色环保产品，住宅建筑可以大量采用钢结构。20 世纪 80 年代我国开始引进国外
的轻钢住宅进行开发研究，现阶段建设部科技司、住宅产业化促进中心组织有关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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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积极推进住宅钢结构研究开发工作，在北京、天津、上海、山东莱芜、湖南长沙
等地开展设计研究和工程试点。
5、桥梁钢结构。桥梁钢结构在我国已有了较大的发展。从我国 1999 年 10 月
建成通车、主跨达 1385m 的江阴长江公路大桥，到桥梁跨度达到 312 米芜湖长江铁
路大桥表明我国桥梁钢结构已取得了较高的水平。
在发达国家，建筑用钢量已超过了钢材总消费量的 30%，美国和日本已超过了
50%；我国的建筑用钢量占钢材总消费量的 20%～25%，我国建筑钢材总消费量水
平较发达国家低，一个主要原因为我国在建筑钢结构领域钢材消费量低。我国建筑
钢结构年用钢量约 200 余万吨，钢结构用钢量仅占钢材总消费量的 1.5%左右（数据
来源：建筑网络世界网——《钢结构在中国》）。长期以来，我国因钢材短缺而对建
筑钢结构的应用加以限制，导致建筑钢结构的使用限制在很小的范围内，建筑钢结
构用钢量占全国钢材总产量的比重极低。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中后期，钢结构作为我国的一个新兴的行业得到了一定的发
展，市场进入了蓬勃发展的快速成长期，截止 2001 年，全国钢结构的制造商已有
近千家，并表现出如下的特点：
（1）市场集中度低，还没市场份额超过 10%的企业；
（2）从地理分布上看，大多云集在东部经济发达地区，广大的中部、西部地区钢
结构制造还处于起步阶段；
（3）即使处在东部发达地区的钢结构制造商，也都规模
较小，还没有建立自己的销售网络，处在区域市场开发中。
1、行业管理体制
本公司所处的建筑钢结构行业，行政主管部门是建设部，其与本公司业务相关
的管理职责是：（1）负责行业政策的研究和制订，行业发展的规划，建设项目的审
批；
（2）负责全国建筑业企业资质的归口管理工作以及全国建设工程勘察、设计资
质的归口管理工作等。
本公司所处的建筑钢结构行业自律组织为中国钢结构协会。其主要职责：
（1）调查研究钢结构行业国内外基本情况、技术发展、市场变化；了解科研、
设计、制造、施工、使用中存在的问题；总结、推广应用钢结构经验，向冶金工业
部、建设部和国家有关部门提出经济技术政策的建议。
（2）协助有关行政部门组织综合研究、联合攻关、制定推广技术措施、对标
准、规程、规范提出建议和参与编制工作。
（3）开展咨询服务，提供国内外技术经济情报和市场信息。
（4）开展国内外有关钢结构的经济、技术交流、举办学术讨论会、科普讲座、
组织培训、出国考察进修。
（5）接受政府部门的委托，完成钢结构行业管理方面的有关业务。
（6）编辑出版有关钢结构的情报资料、刊物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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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是该协会的会员单位。
与本公司业务相关的另一行业协会是中国建筑金属结构协会。它是建设部直属
的一级协会。协会的主要职能是协助政府进行行业管理和为企业提供服务，是政府
企业间的桥梁和纽带。协会信息网在协会的领导和委托下宣传贯彻党的方针政策、
国家产业政策，向政府有关部门反映企业的呼声及行业企业的动态等，通过各种形
式的技术交流、技术培训、新产品新技术开发和推广活动，促进建筑金属结构行业
的技术进步，推进行业的全面发展。
2、市场容量
目前，建筑钢结构产业在我国尚属起步阶段，有较大的发展潜力。在建筑钢结
构用材方面，日本 1998 年的建筑钢结构用钢量约为 800 万吨，占钢材总产量的 13%，
而我国建筑钢结构年用钢量约为 200 余万吨，仅占钢材总产量 1.5%左右（数据来源：
建筑网络世界网——《钢结构在中国》）。建设部等有关部门于 2000 年颁布了《中
国建筑技术政策》（1996－2010）及《国家建筑钢结构产业“十五”计划和 2015 年
发展规划纲要（草案）》（以下简称“纲要”
）
，有力地推动了我国建筑钢结构产业的
发展，开创了钢结构在建筑中应用的新时期。按照“纲要”制定的发展目标，“十
五”期间，争取年全国建筑钢结构用钢量达到钢材总产量的 3%左右，到 2015 年争
取年全国建筑钢结构用钢量达到钢材总产量的 6%左右。按照 2002 年我国钢材总产
量 1.92 亿吨，不考虑钢铁行业的增长计算，我国钢结构在未来 10 年间将达到年产
量 1,152 万吨，市场容量巨大。
（数据来源于《2002 年钢铁生产与市场回顾及 2003
年走势分析》）
3、行业技术水平
我国在 “一五”、“二五”工程建设时就在前苏联专家指导下设计、建造过一
些重型钢结构厂房。后来由于历史原因钢结构的发展停滞了。改革开放后外资企业
进入大陆，在投资建厂时大多采用了在国外已经较成熟的钢结构形式，都是采用在
国外设计、制造好后运输到我国安装的模式。随着钢结构建筑市场需求的不断扩大，
国外的建筑钢结构企业也来我国投资设厂。近些年我国的钢结构企业通过学习吸收
外国先进的技术，某些技术已经达到国外同类企业的水平。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
面：
（1）有关建筑钢结构的规范逐步完善。近年来由建设部主持制订的《高层民
用建筑钢结构技术规程》和《门式刚架轻型房屋钢结构技术规程》
、
《钢结构工程施
工质量验收规范》已正式颁布实施；《钢结构设计规范》和《冷弯薄壁型钢结构技
术规范》已完成修订；《轻型房屋钢结构技术规程》以及本公司与同济大学联合主
编的《矩形钢管混凝土结构技术规程》即将完成送审稿，这些标准的制订与实施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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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力地促进了钢结构行业的规范和有序发展。
（2）相关设计软件相继问世。通过引进国外先进软件和自产软件相结合的方
式，适应了我国高层钢结构、轻钢结构、空间钢结构等钢结构设计的需要，有力地
促进了我国钢结构行业的发展。
（3）钢结构制作工艺得以发展和提高。现在钢结构制作中大量采用电脑排版、
放样、自动切割、电脑钻孔等技术，提高了钢结构构件的制作精度。在焊接方面采
用药芯焊丝自动保护焊、CO2 保护焊、埋弧焊、多头焊、双弧双丝焊等技术，提高
了厚板和薄板的焊接技术。在安装方面采用高强螺栓电动扳手和先进的激光检测装
置，提高了安装水平。
4、行业竞争概况
到目前为止，全国钢结构加工企业已超过了千余家，市场竞争非常激烈。同时，
由于看到中国建筑钢结构的巨大市场，许多外资钢结构企业也到中国组建独资、合
资企业参与中国建筑钢结构市场的竞争。
目前，我国建筑钢结构业的竞争主要集中在轻型钢结构方面。高层钢结构市场
在我国刚刚启动，且进入高层钢结构市场的门槛也较高，竞争厂家较少，到目前为
止，拥有设计、制作、安装一体化的企业很少，高层钢结构的竞争主体主要为国外
钢结构公司。
由于建筑钢结构行业在我国尚属起步阶段，市场还不规范。目前，国内没有资
质或不具备较高资质的企业占总量的 60%以上，其在一般中小型工程上采取低价，
再通过转包形式进入市场，导致了市场的不正当竞争。而国外钢结构公司的竞争优
势主要在于其拥有成套成熟的设计软件，在设计方面优化，有些较大型的国外钢结
构公司更拥有适用设计软件的加工设备，实现了从设计到加工的全自动化，管理严
格，效率较高，质量亦较高，竞争实力也较强。
另外，由于长期以来传统的混凝土建筑在我国一统天下，市场对钢结构建筑存
在一个从了解、认识到接受的过程。随着建筑钢结构的优点被越来越多地被认同，
在工程建设中将会有越来越多的业主采用钢结构，相当多的经营传统建筑以及其他
行业的企业都会转到建筑钢结构行业，凭借其原有的市场网络和资金积累成为竞争
中一支不小的力量。
综上所述，我国钢结构行业面临三重竞争，即是与国内钢结构企业间的竞争，
同国外钢结构企业间的竞争，以及与其他行业转型来的钢结构企业间的竞争。
5、建筑钢结构行业的未来前景及发展趋势
我国国民经济仍处于一个持续高速增长阶段，国民经济的飞速发展，对建筑业、
特别对钢结构行业带来了较大的发展机遇。根据国家统计局 2003 年 2 月 28 日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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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2002 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2002 年我国 GDP 按可比价格计
算比上年增长 8%，固定资产投资比上年增长 16.1%，建筑业实现增加值 7047 亿元，
比上年增长 8%。根据国家信息中心经济预测，2003 年我国 GDP 增长将达到 8%，
固定资产投资增长为 16%，建筑业增长为 7.5%。根据 Global Insight, Inc 发布《2003
年度全球建筑业研究报告》预测，至 2012 年全球建筑业投资将出现 5% 的适度增
长，其中中国的增长率为 7.9%。我国经济快速、持续的增长为整个钢结构行业发展
创造良好的宏观环境。
目前，我国建筑钢结构业尚处于起步阶段，发展潜力巨大，前景广阔。我国
20 年来的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已经为钢结构体系的应用创造极为有利的发展环
境，我国具备了长期发展的基本条件。
首先，从发展钢结构的主要物质基础来看，我国钢材年产量已接近了 2 亿吨，
钢材供应充裕；国产普通碳素钢和低合金钢的主要性能能满足钢结构建筑的要求；
国内长期空缺的 H 型钢和厚钢板等品种的供应也已接近解决；54 个主要钢铁企业
较均匀地分布在西南、西北、中南、华北、华东、东北地区，钢材供应比较便捷，
价格稳中有降。这些为较快地发展建筑钢结构提供了基本物质条件。
其次，从发展钢结构的技术基础来看，新的行业标准《高层民用建筑钢结构技
术规程》和《门式刚架轻型房屋钢结构技术规程》于 1998 年 12 月颁布实施，《钢
结构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于 2002 年颁布实施；《压型钢板拱壳结构技术规程》
和《轻型房屋钢结构技术规程》正在编制；现行国家标准《钢结构设计规范》和《冷
弯薄壁型钢结构技术规范》已完成修订工作，《矩形钢管混凝土结构技术规程》正
在编制。各种高层钢结构、轻型钢结构的专用设计软件陆续投入市场，可以适应当
前各类钢结构设计的需要。
第三，从国家的产业政策上看，2000 年建设部颁布的《中国建筑技术政策》
（1996－2010 年）中，明确提出发展建筑钢材、建筑钢结构和建筑钢结构施工工艺
的具体要求，使我国长期以来实行的“节约钢材”政策转变为“合理用钢”政策。
这将促使多年由混凝土和砖石结构一统天下的局面，向多种材料结构合理使用方向
转化。
第四，从全球高层钢结构发展的历程上看，今后在高层和超高层建筑中使用钢
结构是必然趋势。根据高层建筑与城市住宅委员会（CTBUH）1995 年发布的统计
资料，全世界最高的 100 幢建筑中（我国大陆有 3 幢：上海金茂大厦、深圳地王大
厦、广州中天大厦），钢-砼混合结构 35 幢，纯钢结构 46 幢，钢筋混凝土结构仅为
18 幢。在我国建成的 200 米以上的建筑中大多数是钢或以钢为主体的组合结构或混
合结构。从钢结构的优越性和综合经济效益考虑，预计未来在 50 层以上的建筑中
各种形式的钢结构将成主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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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从建筑用轻钢结构的发展情况看，国外低层轻钢别墅也早已形成产业化，
我国从南到北都有轻钢别墅成套技术引进和示范小区。我国政府倡导的钢结构住宅
及其产业化要求，将是量大面广的钢结构市场之一。
第六，从建筑钢结构的技术特性看：
①钢材的抗拉、抗压、抗剪强度相对来说比较高，钢结构构件结构断面小、自
重轻。自重轻，也可以减少运输和吊装费用，基础的荷载也相应减少，可以降低基
础造价，特别是在地质条件较差地区，例如上海、天津等地区，其优点就更为突出。
②钢结构的质量容易保证。钢结构构件一般都在工厂里制造、加工，精度高，
质量易于保证。
③钢结构可以做成大跨度、大空间。开敞式的大平面办公室 60 年代后得到较
大的发展，有的国家称之为“园林化办公室”。这种办公室要求较大尺寸的柱网布
置，并且柱子断面越小越合适。采用 12～15 米的柱网已经很普遍。钢结构正适合
于这种要求，因它可形成较宽敞的无柱空间，便于内部灵活布置。
④施工速度快。采用钢结构可为施工提供较大的空间和较为宽敞的施工作业
面。钢结构工程的柱子一般取 3～4 层为一个施工段，在现场一次吊装。而且柱子
的吊装、钢框架的安装、钢筋混凝土核心筒的浇筑、组合楼盖的施工等，可以实施
平行立体交叉作业。有时在上部安装柱、框架的同时，下部可以进行内部装饰、装
修工程。因此，在保证技术、供应、管理等方面的条件下，可以提前投入使用。
⑤施工现场紧凑，属环保型建筑。钢结构在工地只需安装构件，用工省，现场
比较文明，减少了沙、石、水泥堆放场地，还减少了模板储运、现场构件预制及钢
筋混凝土结构现浇时的湿作业，在闹市区或密集的居民区内，具有很大的优点。钢
结构建筑在使用过程中易于改造，如加固、接高、扩大楼面等内部分割，变动比较
容易、灵活。一些发达国家认为：钢结构建筑是环保型建筑，可以重复利用，减少
矿产资源的开采。
⑥管线布置方便。在建筑钢结构的结构中，可设计成格构梁式构件，而且实腹
钢梁的腹板也允许穿越小于一定直径的管线，这样使管线的布置较为方便，也增加
了建筑净高，而且管线的更换、修理都较方便。
第七，从发展钢结构的经济效益来看，目前门式刚架轻钢房屋结构和压型钢板
拱壳结构的单位面积造价，远低于同类单层钢筋混凝土结构。
钢结构的造价与许多因素有关，如原材料价格、加工水平、钢材品种、规格、
设计技术水平等，需要要具体分析。高层建筑钢结构的结构造价一般高出同类钢筋
混凝土结构；其中纯钢结构价较高，并且防火性能比较差，由于必须做防火及防锈
处理，增加了造价。
钢管混凝土结构的结构造价比纯钢结构低，且耐火性能优于纯钢结构，与钢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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混凝土结构的造价差异不大。无论是从结构性能、使用功能及综合经济效益上，建
筑钢结构都有一定的优越性，特别是在超高层建筑中列适合采用钢结构。随着技术
的发展，轻质材料的应用，设计方法的改进，钢结构的造价还会降低。
从以上因素综合分析，建筑钢结构行业具有广阔发展前景，属于刚刚兴起的朝
阳行业。
据估计，在今后 10 左右的时间，我国钢结构企业的数量和规模将是金字塔模
式：3~5 家全国性的占市场份额超过 5%的大型企业，占领高附加值的高、中端市
场；20~30 家全国性的占市场份额 2%左右的中型企业，占领一般的中、低端市场；
其余为区域性的占市场份额 0.5%以下的小型企业。

二、行业发展的有利和不利因素
1、行业发展的有利因素
（1）产业政策
从国家的产业政策上看，2000 年建设部颁布的《中国建筑技术政策》
（1996－
2010 年）中，明确提出发展建筑钢材、建筑钢结构和建筑钢结构施工工艺的具体要
求，使我国长期以来实行的“节约钢材”政策转变为“合理用钢”政策。这将促使
多年由混凝土和砖石结构一统天下的局面，向多种材料结构合理使用方向转化。
我国把建筑业作为推动国民经济的增长点，充分说明了建筑业的重要地位，而
对于新兴的建筑钢结构行业，国家更是大力支持和提倡。在钢结构发展方向上，国
家提出了“打基础、促发展、搞开发、可应用、抓配套、带产业”十八字方针，要
求从事钢结构的研究人员、开发人员、设计人员、施工人员、以及各管理部门都要
认识到我国钢结构理论和实践上“断档”的问题。在国家建筑钢结构产业“十五”
计划当中，提出了“研究钢结构在各类建筑中应用的新体系，扩大应用范围”
、
“争
取建筑钢结构达到国际水平”等目标。
（2）产业和产品特点
国际上，钢结构已广泛应用于工业厂房、机场、车库、体育场馆、仓库、购物
中心以及多层及高层等工业与民用建筑。随着科技的发展及钢材品质的不断进步，
钢结构之重要性越来越被先进国家所肯定，在大楼、桥梁、大型公共工程，亦多采
用钢结构建筑。钢结构具有以下特点：
１）自重轻，运输、安装工程量和能源耗费较少。一般情况下，高层钢筋混凝
土建筑物包括楼面荷载在内上部建筑结构全部重力荷载为 15~20KN/M2 ，结构自重
为 10~12 KN/M2 ；钢结构建筑包括楼面荷载在内上部建筑结构全部重力荷载为
10~12 KN/M2 ，结构自重为 5~6 KN/M2 。自重结构轻，可以大大节省住宅建筑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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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输、安装工程量及相应的能源耗费。同时，因为基础负载的相应减少，可以降低
基础造价，特别是在地质条件较差的地区，其优点就更为突出。
２）抗震性能好，地震灾害小，灾后修复容易。在高烈度地震区，若自重减轻
一半，相当于降低抗震设防烈度一度。根据测算，中等高度建筑采用钢结构，结构
自重减轻约 1/3，地震作用可减少 30～40%，地基上单位面积的负荷也可减少 25%
以上。钢结构建筑物由于自重轻、惯性力小，地震对其建筑结构的作用小，而且钢
骨架结构本身具有优良的塑性和韧性，所以它有很好的抗震性能，若对钢结构加以
适当处理，其耐地震力将非常有效。正常抗震设计的建筑钢结构体系，极少有因地
震倒塌的，即使地震损坏，形成的灾害也轻，而且由于钢材便于加工，其修复也较
容易。
３）跨度大，承重构件小，空间利用率高。由于钢材强度高，房屋自重轻，故
以钢骨架作承重结构时，可建造开间和进深较大的房屋。一般钢筋混凝土主结构的
梁高与跨度之比约为 1/12~1/8，而钢结构这一比例则为 1/20~1/16。另外，由于钢结
构所需构件的截面小，在相同建筑面积下的建筑空间利用率更高。高层建筑钢结构
的结构占有面积只是同类钢筋混凝土结构面积的 30%，采用钢结构可以增加使用面
积 5~8%。
４）工业化程度高，产品制作安装快速，房屋建造周期短。钢结构建筑物的主
要部分，除其基础外，大都采用工厂化生产，对其原材料、半成品、部件等，可有
较严格的质量检验及保证体系，因而产品质量可靠性高。此外，各部件运抵现场组
装，现场湿作业不多，施工作业受天气及季节影响小，并且工厂制作与现场安装可
以平行进行，甚至一些标准化的住宅体系，可以随时订货，随时建造，而大大缩短
建造周期和资金占用时间。与钢筋混凝土结构相比，３０～５０ 层的钢结构工程可以缩
短施工工期 ８～１２ 个月左右，随着高层钢结构的发展，应用经验的积累，施工速度
还可以加快。
５）环境破坏及污染少。钢结构建筑所用的材料主要是钢材、水泥及其制品和
轻质保温材料，而极少需要黏土砖瓦和木材，因而不需挖地取土烧制砖瓦而毁坏耕
地；也不需为浇筑混凝土而砍伐森林和破坏环境。此外，现场施工主要是部件的组
合安装干作业，而且作业量少，现场极少有粉尘、污水、噪音等，因而可不对环境
造成污染。
６）施工现场紧凑。钢结构在工厂制作，现场只需要安装，不需要沙、石、水
泥的堆放场地，因而施工现场紧凑，适宜于城市闹市区或密集的居民区内施工。
７）改建拆迁容易，材料的回收再生利用率高。钢结构建筑的组装部件，大都
设计得便于安装和拆卸，如因条件变化，需要将其改建或拆除时比较容易；拆下来
的部件，也易改造，钢材可再生利用，需要处理的废料垃圾较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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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建造物美观大方。钢结构建筑采用配套材料，如彩色钢板、铝合金、玻璃
幕墙等色彩多变化之时代产品，通过彼此搭配，塑造出美观大方之建筑物。
（3）技术替代情况
建筑钢结构利用钢板、型材等现代建筑材料及相应的结构构造技术与施工工艺
结合建造钢结构建筑，彻底改变了以往建筑造型的模式及建筑设计的理念与方法，
随着钢结构技术的日趋完善和造价的逐渐降低，“技艺合一”与可持续发展的理念
已逐渐被市场接受，钢结构建筑技术将有望不断地更新和发展。
钢结构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带来了解决建筑业环境破坏问题的突破口。首先，
钢材是一种高强、高效能的材料，具有很高的再循环价值，边角料也有可利用价值；
其次，钢结构抗震性能好，使用灵活，施工时不会产生强的噪音和空气污染；再次
钢结构的发展会带动一系列轻质高强墙体材料的发展，为绿色建材的发展创造条
件。因此，国家建筑钢结构产业政策和环保政策的实施，有力地推动了建筑业消费
由混凝土结构向钢结构转变，现代钢结构建筑逐步取代传统的钢筋混凝土结构建
筑。
从建筑技术上讲，钢结构代表了建筑业的新技术，属于传统混凝土技术的替代
者。但由于混凝土技术已经非常成熟，在一定范围内还将表现出其经济性，所以钢
构结构与混凝土还将在较长的时间内表现其竞争性和替代性。
2、行业发展的不利因素
（1）国际市场冲击
目前，国外的钢结构公司看好中国的广阔市场，不 断加入到中国的建筑钢结构
市场的竞争中；这些企业在国外大多是有 50 年以上的钢结构加工制造历史，由于
几十年甚至上百年的积累，这些公司都拥有专业化的设计软件，形成了产品的系列
化，零部件的标准化，设计制作的一体化；在管理上也具有相对的先进性，管理成
本相对较低。因而其对国内的建筑钢结构市场将会带来很大的冲击。
但是，建筑行业作为一种特殊的行业，国外企业在竞争中的人力资源、原料制
造和运输等成本优势并不明显。同时，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化，国外有很多
公司将在国内投资设厂，建造写字楼，会创造了更大的建筑钢结构市场需求。
（2）技术标准规范有待进一步完善
我国钢结构行业一直是通过市场自发发展起来的。由于该行业产品往往涉及人
民生命财产的重大安全问题，行业的规范管理是必要的。而目前，相关的行业标准
正在制订和完善中，行业的规范管理还有待进一步加强。
（3）企业规模偏小，技术能力不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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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钢结构行业还刚刚从导入期进入成长期，行业中企业的规模都较小，技术
创新能力较弱。目前，我国钢结构企业已发展超过了千余家，但属于中国建筑金属
结构协会及其钢结构委员会的定点企业仅为 41 家，具有轻型房屋钢结构工程设计
专项甲级资质仅有 37 家，大多数为规模较小企业（资料来源：中国建筑金属结构
协会网站）。企业之间的竞争还处在价格为主要手段，还没提升到依靠技术及设计
服务能力赢得客户的阶段。在价格竞争中，一些企业往往还采用一些不正当的竞争
手段，这也制约了整个行业的正常发展。

三、发行人面临竞争的主要情况
1、公司面临的主要竞争状况
目前，全国有一定规模的钢结构制造加工企业约百家左右，主要集中在上海、
江苏、浙江、天津、北京等地。其中上海 24 家、江苏 16 家，浙江 10 家，天津 16
家、北京 9 家。年产能力 10 万吨以上的约为 7 家，分别是本公司、巴特勒（上海）
有限公司、上海美建钢结构有限公司、杭州东南网架制造有限公司、浙江精工钢结
构有限公司、上海冠达尔集团公司、青岛东方铁塔集团有限公司。5 万吨以上的有
10 家左右，其余为 2 万吨以下。（资料来源：杭州蔡丹红企业管理顾问事务所研究
报告）
2、本公司的竞争优势与劣势
与国内同行业相比，公司具有以下优势：
（1）技术力量雄厚。公司拥有 70 技术人员专门从事建筑钢结构体系设计与研
究，其中教授 1 名，高级工程师 14 名，硕士 5 名。公司在国内建筑钢结构技术标
准化领域，是多项国家规范、规程和标准编制或修订单位之一。公司参与了《冷弯
薄壁型钢结构技术规范》、
《轻型房屋钢结构技术规程》
、
《钢结构设计规范》
、
《钢结
构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等国家规范的编写工作，和同济大学联合主编了《矩形
钢管混凝土结构技术规程》，此外，公司还与浙江大学联合组建了“浙江大学杭萧
钢构研究开发中心”，致力于建筑钢结构的研究。
本公司的“高层建筑钢-砼组合结构开发及产业化”项目被国家经贸委列为 2000
年国家技术创新重点专项计划项目，“高层钢结构建筑生产线扩建项目”被国家经
贸委列为 2001 年国家重点技术改造“双高一优”导向计划。公司是全国首批建筑
钢结构定点企业，中国工程建设标准化协会常务理事，中国建筑金属结构协会常务
理事，全国轻型钢结构技术委员会委员单位，２００２ 年被浙江省科技厅认定为“浙江
省高新技术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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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公司是国内最早从事轻钢结构生产的厂家之一，在市场上拥有相当的知
名度和品牌形象。同时，特别在多层及高层钢结构研究开发及运用方面，公司在技
术、管理、市场开发等方面积累了一定的优势。
本公司经过多年的努力，已建立了研究设计中心、理化试验中心，计算机辅助
设计系统、计算机网络管理系统，加之从日本、新西兰、美国引进的电脑数控钢结
构生产线，能够快捷高质地为顾客提供设计、制作和安装一条龙服务。近年来，公
司为国内外几百家业主设计建造了飞机库、大型汽车制造厂厂房、化工车间厂房、
纺织车间厂房、大型仓库、办公楼、医院、桥梁等优质的钢结构建筑工程。
（3）公司的设备先进。目前公司的设备主要来自于日本、美国、新西兰等国
家，大部分采用电脑数控，质量好、效率高在国内同行中处于领先水平。
（4）公司拥有一定的成本优势。公司形成了一定的规模经济，效率较高，综
合成本低。通过在市场开发的重点地区设立子公司建立生产基地方式，在劳动力成
本、运输成本、原材料成本方面都具备优势。
（5）公司盈利能力强，资产运营质量好。2000 年、2001 年、2002 年全面摊薄
法计算的净资产收益率分别为 23.25%、25.87%、41.72%，公司盈利能力强，资本
的回报率高。2002 年度公司的应收账款周转率为 7.26 次、存货周转率为 6.53 次。
由于公司加快工程和销售款的回收，科学地确定存货量，公司保持较高的应收账款
周转率和存货周转率，资金使用效率较高。
（６）公司的银行信誉高，现金流量好。公司从 1997～2001 年信用等级被杭州
市企业信用评级委员会和杭州资信评估公司确认 AAA 级。2002 年度经营活动产生
的现金流量净额为 4,575.62 万元，略高于公司同期营业利润，能为公司的发展提供
一定的现金支持。
（7）公司机制灵活。公司通过为员工创造良好发展空间，更容易吸引到优秀
的高级技术人才和管理人才。同时，面对市场竞争的变化，反应快，更善于把握市
场发展的脉搏，而取得先发竞争优势。
同样，本公司也存在着竞争劣势，与国际同行相比，本公司的竞争劣势主要体
现在资金、设计能力和品牌上。
（1）国外大公司一般每年在研发的投入较大，设计技术也已经达到了相当的
水平。本公司的设计水平虽然在国内已居前列，但与国外同行相比还有一定的差距。
为此公司拟通过本次发行增强自有资金实力，扩大产业规模，增强设计实力。
同时利用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建筑钢结构在国内日益兴起的有利时机，与国外
的公司建立有关设计开发的战略联盟或战略合作关系；吸收有国际钢结构设计经验
的技术专家加盟研发中心。利用与浙江大学、福州大学的合作关系，提高结构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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软件的水平和结构设计实践应用水平。
（2）本公司的品牌和资金实力还难于与国外大公司抗衡。作为公司未来发展
的主要业务之一高层建筑钢结构，其竞争取胜关键在于品牌和资本实力。如果本次
发行成功，将提高本公司的资本实力和品牌形象。
３、本公司的市场份额变动情况
近三年公司钢结构制作生产能力和产量迅速增加，市场占有率保持稳步增长。
２０００ 年实现销售量 ２ 万吨，２００１ 年增长到了 ５ 万吨，２００２ 年增长到了 ９．１４ 万吨。
据有关部门估计，目前建筑钢结构用钢量约占全国钢产量的 １．５％左右，我国 ２０００
年、２００１ 年、２００２ 年钢材产量分别为 １．２ 亿吨、１．２８ 亿吨、１．９２ 亿吨，由此可推
算出本公司 ２０００ 年、２００１ 年、２００２ 年的市场占有率约为 １．０４％、２．２８％、３．１７％。
（资料来源：中国钢结构网）

四、主营业务
１、发行人的业务范围
本公司的经营范围：钢结构工程的制作、安装；专项工程设计；地基与基础施
工。
对于建筑企业，国家建设部实行资质管理。根据公司现在拥有的钢结构专业承
包壹级资质（资质证书编号 Ｂ１０８４０３３０１８１０２），公司可承担各类钢结构工程（包括
网架、轻型钢结构工程）的制作与安装。根据公司现在拥有的专项工程设计甲级资
质（资质证书编号 １５６９ 号），公司可从事轻钢包括单层刚架与多层框架设计。
本公司针对顾客的需求，提供优质轻钢结构、多层及高层建筑钢结构，同时根
据钢结构的特殊性，为顾客提供个性化的钢结构设计和安装服务。
作为钢结构的加工制作，具有明显的规模经济特征，需要较大规模的资本投资。
随着该行业的发展，钢结构加工制作技术将越来越成熟，钢结构的设计和服务水平
必将成为企业的核心竞争力。
２、本公司主营业务情况
（１）主营业务概况
公司作为钢结构的设计、制作和安装一体化的企业，为钢结构建筑中的构件提
供加工制作和标准化组合安装。公司拥有建设部颁发的钢结构专业承包壹级资质
（资质证书编号 Ｂ１０８４０３３０１８１０２）、建设部颁发的专项工程设计甲级资质（资质证
书编号 １５６９ 号），多年来一直从事建筑钢结构的设计、制作、安装业务。公司在产
品的开发、制作安装过程中，实现了在精密控制条件下的建筑钢结构构件的开发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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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实现了施工机械化、装配件制作工厂化的现代运作方式。公司设计、制作、
施工的建筑钢结构工程涉及汽车、通信、化工、电器、机械、包装、医药、建材、
商业等行业。
公司注重技术创新，承担了 ２０００ 年国家重点技术创新项目——“高层建筑钢－
砼组合结构开发及产业化”项目。２００１ 年 ８ 月封顶的杭州瑞丰国际商务大厦被建设
部列入 ２０００ 年“高层建筑钢－砼组合结构开发有产业化项目”的试点工程，国家经
贸委也将其列为国家重点技术创新项目。
２００２ 年，公司施工完成验收的 ２２ 个工程中，合格率为 １００％，优良工程 ８ 个，
优良率达 ３６％。２００２ 年度承接工程项目 ５２ 个，合同价款 ７．３５ 亿元，目前正承建 ６６
层的武汉国际证券大厦。
（２）主营业务构成及增长趋势
①公司近三年业务成长趋势表
主营业务收入
主营业务利润
主营业务收入增长率
70000
主营业务利润增长率

业务成长图示
160.00
140.00

60000

120.00
100.00

40000

80.00
30000

60.00

20000

40.00

10000

20.00

0

0.00

２０００年

２００１年

②主营业务收入构成（按产品品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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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０，０００
４０，０００

万元

３０，０００
２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０
轻钢结构
多层钢结构
高层钢结构

２０００年

２００１年

２００２年

１０，６７７．９９
１，７７１．９４
０

２１，６５３．２６
５，１９１．５６
４，１１４．３４

４４，４３１．７２
９，５９７．６５
９，６０８．３８

l各品种占主营业务收入的比例(%)
高层钢结构
多层钢结构
１００％
轻钢结构

８０％
６０％
４０％
２０％
０％
高层钢结构
多层钢结构
轻钢结构

２０００年
０．００

２００１年
１６．７７

２００２年
１５．１０

１４．２３

１３．２９

１５．０８

８５．７７

６９．９４

６９．８１

（３）前三年主要产品（服务）及生产能力
公司具有建设部颁发的钢结构专业承包壹级资质（资质证书编号
Ｂ１０８４０３３０１８１０２）、建设部颁发的专项工程设计甲级资质（资质证书编号 １５６９ 号）。
可以承担各类型工业、能源、交通、民用等工程建设项目的钢结构工程的专业设计、
制作、安装。钢结构制作安装能力 ２０００ 年为 ２ 万吨，２００１ 年为 ５ 万吨，２００２ 年增
长到了 １２ 万吨。公司近三年的典型工程如下表所示：
编号
1

工 程 名 称
上汽集团奇瑞汽车有限公司厂房

工程范围
钢结构及彩板围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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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安徽省宁国中鼎股份有限公司厂房

钢结构及彩板围护

19,537.00

3

长春中东集团有限公司厂房

钢结构及彩板围护

121,932.00

4
5

长庆石油勘探局机械制造公司厂房
成都市建筑民用统一建设办创业中心

钢结构及彩板围护
钢结构及彩板围护

16,326.00
23,680.00

6

成都武星实业有限公司住宅产品市场

钢结构及彩板围护

8,700.00

7
8

江西涤纶厂车间及配套仓库
东方通信城 B 厂房及参观廊

钢结构及彩板围护
钢结构及彩板围护

20,182.00
11,900.00

9

东风康明斯发动机有限公司二汽基地

钢结构及彩板围护

28,520.00

10
11

格力电器（重庆）有限公司一期厂房
韩泰轮胎有限公司板材工程

钢结构及彩板围护
钢结构及彩板围护

38,090.00
33,162.00

12

瑞丰国际商务大厦高层楼房

13
14

高层钢结构

48,000.00

杭州协和陶瓷有限公司厂房
和合美容镜公司厂房扩建二期

钢结构及彩板围护
钢结构及彩板围护

14,922.00
13,292.00

15

河南省国营博爱农场小麦加工车间

钢结构及彩板围护

8,775.00

16
17

亨通集团仓库工程
湖州市福马木业公司厂房

钢结构及彩板围护
钢结构及彩板围护

11,509.00
12,457.00

18

黄岩罐头食品厂仓库及生产车间

钢结构及彩板围护

11172.43

19
20

江苏华鹰电缆公司钢结构厂房
江西省新余纺织厂生产厂房

钢结构及彩板围护
钢结构及彩板围护

13,558.40
10,100.00

21

近江集团博物馆 A 楼

钢结构及彩板围护

20,808.00

22
23

京玻（西普）建筑公司厂房
宁波通驰实业有限公司扩建一期

钢结构及彩板围护
钢结构及彩板围护

5,880.00
25,468.00

24

平湖多凌(制衣)有限公司制衣车间

钢结构及彩板围护

15,440.72

25
26

平湖远辰建筑工程公司生产车间
青岛啤酒厂包装车间

钢结构及彩板围护
钢结构及彩板围护

14000.00
1780.80

27

沈阳沈飞主厂房

钢结构及彩板围护

45000.00

28
29

万向钱潮厂房
武汉证券大厦

钢结构及彩板围护
高层钢结构、钢楼承板

24,924.00
110,000.00

30

新疆阿克苏华能实业公司二期商场

钢结构及彩板围护

22,365.00

31
32

新疆龙元乳业有限公司液态乳车间
新疆新能源股份公司主厂房

钢结构及彩板围护
钢结构及彩板围护

14,388.20
96,835.00

33

一汽四环企业总公司底盘零部件厂

钢结构及彩板围护

46,975.00

34
35

浙江华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厂房
浙江钱江啤酒集团股份公司包装车间

钢结构及彩板围护
钢结构及网架结构

13,566.00
31,500.00

36

浙江省江卓力电器公司仓库、注塑车间

钢结构及彩板围护

18,750.00

37
38

浙江向阳磁钢集团电子厂房及仓库
浙江新胜达包装有限公司主厂房车间

钢结构及彩板围护
钢结构及彩板围护

26,288.00
45,954.00

39

浙江乍浦港标准件公司厂房

钢结构及彩板围护

12,127.00

40

中国德力西集团（兴乐）电缆厂高压电缆
生产车间

钢结构及彩板围护

10,290.00

41

东方航空江西分公司（昌北机场）机场货
运机务中心

钢结构及彩板围护

2,78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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诸暨市农副产品批发市场

钢结构及彩板围护

26,400.00

（４）主要产品（服务）的用途
公司生产的轻型钢结构广泛用于工业厂房、飞机库、仓库、超市、展览厅、多
层办公楼和住宅楼等。矩形钢管混凝土结构为多层及高层建筑提供了一种崭新的、
经济高效的建房方式。
（６） 钢结构工程制作安装业务流程图
业务流程图 A：
招投标合同签署

原辅材料采购

结构及构件专业化设计

构件的工厂化制作

质
量
控
制

结构及构件标准化安装
建筑钢结构工程

业务流程图 B：
构件订货合同

原辅材料采购

结构及构件专业化设计

构件的工厂化制作

质
量
控
制

建筑钢结构工程

目前，公司主要业务为 Ａ 类，２００１ 年到 ２００２ 年其业务收入构成比例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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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０１￣２００２年两类业务收入构成比例
５％
４％
Ａ类
Ｂ类
９６％
９５％

注：内圈表示 ２００１ 年，外圈表示 ２００２ 年上半年
（６）主要生产设备
公司钢结构设计需要专用的电子设备，钢结构构件加工制作主要需要有切割机、
自动焊机、数控三维钻、锁口机、Ｈ 型组立机及其他专用设计设备；钢结构件安装
主要需要塔吊等设备。 公司主要生产设备情况如下：
设备名称
专用设计电子设备
数控三维钻
带锯床
檩条机
铣边机
锁口机
钢楼板机
电渣焊机
林肯焊机
埋弧焊机
松下 ＣＯ２ 焊机
ＣＯ２ 气体焊机
门型埋弧焊机
交流弧焊机
直流弧焊机
螺柱焊机
Ｈ 型组立机
复合机
压型机 ＨＶ－１７３

重置成本（万元）
５５２．０６
７１１．８９
１４２．５５
４８０．６８
６６．２０
７６９．９６
７５．００
５６６．８６
５４．３０
３１．０６
１２８．２５
１６．５４
７７．０６
１６．６５
８０．１６
５４．００
１７６．５４
９０．００
２０．００

先进性
国内领先
国际领先
国际领先
国际领先
国内领先
国际领先
一般
国内领先
国际领先
国内领先
国内领先
国内领先
国内领先
国内领先
一般
国内领先
一般
国内先进
一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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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４
９．２５
８
８
９
９．２５
８．１２
９．４
１０
４
８
５
５
５
５
５
８
４
７

浙江杭萧钢构股份有限公司
折弯机
箱形梁生产线
塔式起重机
抛丸机
电子汽车衡
Ｈ 型矫正机
Ｈ 型钢直条切割机
门焊机
剪板机
进口数控平面钻
进口研硝机
空压设备
龙口刨
双弧焊机设备
组焊机
摇臂钻
检测设备
动力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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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５２．８７
４０６．５９
５７０．７９
９５．８８
９．００
２６．４２
２３７．０９
２０４．００
１０９．００
２２０．３５
１２９．８０
１４．５６
２２．００
４０７．７３
９０．００
４４．４５
２３．８７
６４２．９５

国内先进
国内先进
一般
一般
一般
一般
国内先进
国内先进
一般
国际先进
国际先进
一般
一般
国内领先
国内领先
一般
国内先进
一般

８
９．３３
９
７．７５
７
１０
１０
１０
１０
１０
１０
１０
１０
１０
１０
１０
７
１０

（７）主要原材料和能源供应
公司建筑钢结构生产的主要原材料是钢材，包括钢板、型钢、钢带、彩板、钢
管等，占主营业务成本 ６０％以上。公司控制成本的关键在于通过优化设计，合理节
约钢材的消耗量。
公司使用的主要能源为电力。公司的用电都来自于华东电网，尽管我国华东地
区电力供应较为紧张，在用电高峰期会出现限电的情况，但公司的生产用电基本上
能得到保障。
（８）主要产品（服务）的市场情况
本公司的产品销售属于订单式销售，其主要客户为企业、事业单位、房地产开
发商及其他类型的业主。由于我国建筑市场规模庞大，又是一个市场集中度很低的
行业，任何一家建筑商的市场占有率都很小。本公司在全国建筑钢结构行业属规模
较大的企业之一，根据目前钢结构行业每年用钢量，估计本公司的市场占有率约为
３．１７％。最近三年，本公司承接的建筑钢结构项目合格率为 １００％，均通过了质检部
门的审核；优良工程率 ５０％以上，且呈逐年增长趋势。
其他有关销售情况请参见本章“九、市场营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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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主要固定资产和无形资产情况
１、固定资产情况
本公司主要固定资产为房屋建筑物（办公用房、厂房）和机器设备（钢结构构
件加工设备、建筑施工设备）、电子设备，具体情况如下（单位万元）：
项 目
房屋及建筑物

原

值
所占比例
２２，４９８．８５
５６．６３％

净

值
所占比例
２０，５３７．９１
５８．４４％

成新度
９１％

机器设备

１６，１４１．７１

４０．６３％

１３，７３６．２２

３９．０９％

８５％

电子设备

１，０８９．４５

２．７４％

８７０．０７

２．４８％

８０％

合

３９，７３０．０１

１００．００％

３５，１４４．１９

１００．００％

计

主要生产设备情况先进性参见本章四·２·（６）
本公司不存在闲置和需要更新的固定资产。
２、在建工程完工程度
项

目

金

江西厂区

额（元）

完工程度

２５，９７５，５０６．７９

６０．５３％

山东厂房扩建

３０３，１２９．５１

－

河南厂房扩建

９９８，３２８．０８

－

３、主要无形资产情况
（１）本公司最近三年的主要无形资产为土地使用权，具体情况如下：
年度

2003 年 6 月末

2002 年末

2001 年末

2000 年末

土地使用权（万元）

2,173.04

1,050.16

233.39

221.50

（２）公司土地使用权、主要经营性房产的取得方式和占有的情况
Ａ：杭州市土地管理局核发的萧国用（９８）字 １４０００５ 号《国有土地使用证》，
地号为 Ｇ－１４－００２１，座落于杭州市萧山区新街镇盛东村，土地使用权类型为出让，
用途为工业，土地使用权面积为 ３１，４０７．９０ 平方米。使用期限至 ２０１６ 年 ６ 月，其
中，壹拾肆点捌平方米终止日期为 ２０１８ 年 ６ 月。该地块中的 １３，３５２．６４ 平方米土
地使用权已作为抵押物抵押给中国农业银行杭州市萧山支行，抵押设定日期为 ２００１
年 ６ 月 １ 日至 ２００２ 年 ５ 月 ３１ 日。该地块中的 １８０５５．２６ 平方米土地使用权已作为
抵押物抵押给杭州市萧山区新街农村信用合作社，抵押设定日期为 ２００１ 年 ５ 月 ８ 日
至 ２００４ 年 ５ 月 ８ 日。
Ｂ：杭州市土地管理局核发的杭萧国用（２００１）字第 １４０００１４ 号《国有土地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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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地号为 Ｇ－１４－０００８１，座落于杭州市萧山区新街镇盛东村，土地使用权类型为
出让，用途为工业，土地使用权面积为 ７，１８２．７８ 平方米。使用期限至 ２０２１ 年 ２ 月
３ 日。该地块的土地使用权已作为抵押物抵押给交通银行杭州分行萧山支行，抵押设
定日期为 ２００１ 年 １２ 月 ５ 日至 ２００４ 年 １２ 月 ５ 日。
Ｃ：杭州市萧山区土地管理局核发的杭萧国用（２００１）字第 １４０００１５ 号《国有土
地使用证》，地号为 Ｇ－１４－００２９，座落于杭州市萧山区新街镇盛东村，土地使用权类
型为出让，用途为工业，土地使用权面积为 ８，１５７．９５ 平方米。使用期限至 ２０１８ 年
１１ 月 １ 日。该地块的土地使用权已作为抵押物抵押给杭州市萧山区新街镇农村信用
合作社，抵押设定日期为 ２００２ 年 ７ 月 ５ 日至 ２００５ 年 ７ 月 ５ 日。
Ｄ：杭州市国土资源局核发杭萧国用（２００２）字第 １１００００１ 号《国有土地使用证》，
地号为 Ｇ－１１－００００７，座落于红垦农场，土地使用权类型为出让，用途为工业，土地
使用权面积 １６６，６６６．６７ 平方米。使用期限至 ２０５１ 年 １１ 月 １ 日。
Ｅ：杭州市萧山区房地产管理局核发的证号为萧山房权证新街镇字第 １１２２９８ 号
《房屋所有权证》，该处房屋坐落地为：新街镇盛东村。房屋状况如下：
幢号

建筑面积（单位：平方米）

１

９４０．１７

２

７１６．３２

３

９６５．４０

４

５０５．８３

该房屋已在杭州市萧山区房产管理局办理了抵押手续，抵押权人为交通银行杭
州分行萧山支行，抵押设定日期为 ２００１ 年 １２ 月 ５ 日至 ２００４ 年 １２ 月 ５ 日。
Ｇ： 杭州市萧山区房地产管理局核发的证号为萧山市房权证新街镇字第 １１２１９７
号《房屋所有权证》，该处房屋坐落地为：新街镇盛东村。房屋状况如下：
房屋总层数

建筑面积（单位：平方米）

６

５４６６．１０

Ｈ： 杭 州 市 萧 山 区 房 地 产 管 理 局 核 发 的 证 号为 萧 山 市 房 权 证 新 街 镇 字 第
１１１５９２－１ 号《房屋所有权证》，该处房屋坐落地为：新街镇盛东村。房屋状况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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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面积（单位：平方米）

１

４５．００

２

５４．４５

３

３４８．３０

４

３４８．３０

５

７，００５．２９

该房屋已在杭州市萧山区房产管理局办理了抵押手续，抵押状况如下：抵押权
人杭州市萧山区新街农村信用合作社，权利价值 １６００ 万元，抵押设定日期为 ２００１
年 ５ 月 ８ 日至 ２００４ 年 ５ 月 ８ 日；抵押权人中国农业银行杭州市萧山支行开发区分
理处，权利价值 ８００ 万元，抵押设定日期为 ２００２ 年 ７ 月 ５ 日至 ２００５ 年 ７ 月 ５ 日。
Ｉ： 杭 州 市 萧 山 区 房 地 产 管 理 局 核 发 的 证 号 为 萧 山 市 房 权 证 新 街 镇 字 第
１１１５９２－２ 号《房屋所有权证》，该处房屋坐落地为：新街镇盛东村。房屋状况如下：
幢号

建筑面积（单位：平方米）

６

３７．２３

７

３４．７７

８

８，４１３．２０

９

２０．７１

１０

４３．４２

该房屋已在杭州市萧山区房产管理局办理了抵押手续，抵押状况为：抵押权人
杭州市萧山区新街农村信用合作社，权利价值 １２００ 万元，抵押设定日期为 ２００１ 年
５ 月 ８ 日至 ２００４ 年 ５ 月 ８ 日；抵押权人中国农业银行杭州市萧山支行开发区分理处，
权利价值 ８００ 万元，抵押设定日期为 ２００２ 年 ７ 月 ５ 日至 ２００５ 年 ７ 月 ５ 日。
Ｊ： 杭 州 市 萧 山 区 房 地 产 管 理 局 核 发 的 证 号 为 萧 山 市 房 权 证 新 街 镇 字 第
１１１５９２－３ 号《房屋所有权证》，该处房屋坐落地为：新街镇盛东村。房屋状况如下：
幢号

建筑面积（单位：平方米）

１１

２６．４６

该房屋已在杭州市萧山区房产管理局办理了抵押手续，抵押权人为杭州市萧山
区新街农村信用合作社，权利价值 １２００ 万元，抵押设定日期为 ２００１ 年 ５ 月 ８ 日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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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０４ 年 ５ 月 ８ 日。
Ｋ：杭州市萧山区房地产管理局于 ２００２ 年 ６ 月 ２６ 日核发的证号为杭房权证萧字
第 １１２４００ 号《房屋所有权证》，该处房屋坐落地为：新街镇盛东村。房屋状况如下：
幢号

建筑面积（单位：平方米）

１

１９２６．７２

２

２９９９．８５

３

３１３７．６０

该房屋已在杭州市萧山区房产管理局办理了抵押手续，抵押权人为杭州市萧山
区新街镇农村信用合作社，抵押设定日期为 ２００２ 年 ７ 月 ５ 日至 ２００５ 年 ７ 月 ５ 日。
Ｌ：杭州市萧山区房地产管理局于 ２００２ 年 １２ 月 ０９ 日核发的证号为杭房权证萧
字第 １１２４８６ 号《房屋所有权证》，该处房屋坐落地为：新街镇红垦农场。房屋状况
如下：
幢号

建筑面积（单位：平方米）

１

８４５３．５３

２－１

１１００１．３６

２－２

１０９６３．２０

２－３

１０９６３．２０

２－４

１０９６３．２０

该房屋已在杭州市萧山区房产管理局办理了抵押手续，抵押状况为：抵押权人
中国工商银行杭州萧山区支行，抵押设定日期为 ２００２ 年 １２ 月 １９ 日至 ２００４ 年 １２
月 １９ 日。
Ｍ： 杭州市萧山区房地产管理局于 ２００２ 年 １２ 月 ０９ 日核发的证号为杭房权证萧
字第 １１２４８７ 号《房屋所有权证》，该处房屋坐落地为：新街镇红垦农场。房屋状况
如下：

该

幢号

建筑面积（单位：平方米）

２－５

１０９６３．２０

２－６

１０９６３．２０

２－７

１０９６３．２０

２－８

１１００１．３６

２－９

３８８８．００

该房屋中在杭州市萧山区房产管理局办理了抵押手续，抵押状况为：其中 ２－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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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６ 抵押权人为中国工商银行杭州萧山区支行，抵押设定日期为 ２００２ 年 １２ 月 １９ 日
至 ２００４ 年 １２ 月 １９ 日；２－７、２－８、２－９ 抵押权人为中国农业银行杭州萧山区支行，
抵押设定日期为自 ２００３ 年 １ 月 ９ 日起至 ２００５ 年 １ 月 ９ 日。
公司已与杭州市萧山区国土资源局签订《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意向》，拟受让
取得紧邻上述宗地南端 １９６，７４０ 平方米（合 ２９５ 亩）土地使用权，供公司本次募
集资金投向的高层钢结构建筑生产线扩建项目建设生产厂房。

六、特许经营权情况
公司经营不涉及特许经营权的情况。

七、公司合营、联营或类似业务安排
目前，公司未对业务经营与其他单位进行合营、联营或类似的安排，公司也未
有在境外经营的计划。

八、质量控制
本公司产品及服务质量对本公司的发展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本公司一直把提
高产品及服务质量作公司生存和发展的基本点，强调以“高品质”的产品及服务赢
得客户，树立“杭萧钢构”品牌的竞争策略。
公司建立了全员参与的全过程质量管理体系。２００２ 年 １ 月 ３１ 日，经摩迪国际
认证有限公司审核，公司在建筑钢结构设计、制作、安装的质量管理体系符合
ＩＳＯ９００１（２０００）标准的要求（注册号：０１１２１７９）。
从公司组织机构看，本公司设立了独立质量管理部和工程监理部，实行了从设
计到制作、安装的全过程质量控制管理。从控制手段上看，公司已建立了经浙江省
机械工程学会认证为贰级资格的理化实验室（化学分析、力学性能测试、无损检测
－ＵＴ），对原材料及半成品、成品进行严格的检验，以保证所有工程的质量。同时，
本公司对建筑钢结构制作、安装业务制定了完善的技术标准体系。检验标准采用《钢
结 构 工 程 施 工 及 验 收 规 范 》 ＧＢ５０２０５ － ９５ 、《钢结构工程质量检验评定标准》
ＧＢ５０２２１－９５；日常质量控制标准严格执行公司《质量手册》和《程序文件汇编》中
的质量控制流程和安全、卫生、环保标准。
本公司的全过程控制质量管理体现在：各道工序的转道以“三检卡”作为转道
标识，各工序必须经自检、互检、巡检方可转入下道工序；构件必须经检验员签字
后方可入库，财务对制作费的确认结算凭必须有检验员签字的入库单，各工序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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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工资必须经检验员签字方可结算。
由于本公司较完善的质量管理体系及对每一项钢结构工程均严格按技术标准
实施，在最近三年未出现过重大质量纠纷。

九、市场营销
１、市场营销的组织机构
本公司营销部下设市场部、商务部、投标办三个职能部门及分布全国各地的办
事机构。市场部负责公司网络管理、项目信息管理、品牌推广；商务部负责技术支
持、项目公关、业务洽谈；投标办负责施工组织设计、标书制作。
２、目标客户及其特点
本公司的客户主要是企事业单位（包括房地产开发商）及政府机构。这些客户
购买行为都相对理性，注重产品的质量，同时，也希望在保证质量的前提下获得较
低的价格。
３、市场销售模式
根据国家建设部发布《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施工招标投标管理办法》
办法规定，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的施工单项合同估算价在 ２００ 万元人民币
以上，或者项目总投资在 ３０００ 万元人民币以上的，必须进行招标。因此，本公司
产品及相关服务的销售方式主要为招投标。
本公司市场营销流程如下图所示：

市场
信息

市场部

地区办事处

投标办

商务部

投标书
组织标
书评审

投标

指令
信息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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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营销策略
本公司的营销策略是立足于国内市场，扩展营销网络，通过提供高质量产品及
优质的服务羸得客户。针对本公司目标客户的特殊性，本公司通过强化产品和服务
的质量对业主利益的满足，提升本公司品牌价值；同时，分区域、有重点、有步骤
地发展销售渠道。
（１）产品组合
本公司的产品为轻钢结构及高层钢结构。轻钢结构行业竞争的特点是行业进入
壁垒低，属完全竞争类型。轻钢结构作为杭萧钢构规模经济的支撑点，其市场发展
以地域为主，以网络广度为主。高层钢结构将作为本公司品牌策略中的主要经济增
长点，公司将选择适当的经济发展区域进行针对性推广应用，并将通过提高设计技
术水平和加强施工质量管理水平提升自己的竞争地位。
（２）营销网络
现阶段本公司主要市场为浙江、安徽、江苏、吉林、四川、山东、湖北、辽宁
和新疆等地，其分布如下图所示：

本公司业务覆盖地区
目前，公司已在全国 １４ 个主要城市建立了市场营销机构，大力开拓全国性市
场。
５、本公司销售回款
本公司的采取预收工程款方式，即在合同签订后，先收取 ２０％～３０％的开工费，
以后根据工程进度，在主体钢结构运抵现场后再收取工程总价款的 ２０％～３０％；在钢
结构的围护构件运抵现场后，收取工程总价款的 ２０％～３０％；在工程完工后结算，余
留 ５～１０％的质量保证金，一年以后收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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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销售回款管理是由财务部与营销部根据合同共同管理。并采取了如下制
度对公司销售款项进行管理：
（１）公司在签署产品销售和项目安装合同前，均对业主进行资信的调研，测
算工程风险，杜绝为不良客户服务；公司按照全程信用管理模式，建立客户资信管
理制度，对销售交易活动实施事前控制，建立内部授信制度，对销售交易活动实施
事中管理，建立应收账款监控制度，对销售交易活动实施事后监督。
（２）公司每月制订收款计划，责任到人，目标考核。公司成立了清欠办，每
周开一次由总经理与财务负责人主持关于账款回收情况的汇报会，以实现应收款项
管理的专业化和制度化。

十、主要客户和供应商
１、主要供应商
２０００ 年度～２００２ 年度，本公司向前五名供应商采购的金额及占年度采购总额
的比例分别为：
年 度

采购金额（万元）

占年度采购总额的比例（％）

２０００

６，０１４．５０

５４．５８

２００１

８，８７５．１６

５１．２２

２００２

１６，２９８．２４

４３．７０

上述供应商中，无单个采购比例超过年度采购总额 ５０％的情况。
２、主要客户
２０００ 年度～２００２ 年度公司前 ５ 名客户销售额及占年度销售总额的比例分别
为：
年 度

销售金额（万元）

占年度销售总额的比例（％）

２０００

５，０１４．９２

４０．２８

２００１

９，１６１．２８

２９．５９

２００２

１９，５１０．６１

３０．６６

上述客户中，无单个客户的销售比例超过总额的 ５０％。
本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和核心技术人员，主要关联方或持有公司 ５％
以上股份的股东在上述供应商或客户中不占有任何权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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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公司发行前重大业务和资产重组情况
公司在发行前没有进行过重大业务和资产重组。

十二、核心技术
１、核心技术的来源和方式
发行人通过自主研发方式取得相关的核心技术，并拥有其所有权。
技术名称

取得方式

先进性

冷弯薄壁 Ｚ 型钢连续檩条工程应用技术研究

自主研发

国际同类技术先进水平

高层建筑钢－砼组合结构工程应用技术及其研究

自主研发

国内领先水平

２、主导业务和拟投资项目的技术水平
“高层建筑钢－砼组合结构开发及产业化项目”被列入 ２０００ 年国家技术创新重
点专项计划，
“高层建筑钢－砼组合结构工程应用技术”处于国内领先水平，
“冷弯
薄壁 Ｚ 型钢连续檩条工程应用技术”处于国际同类技术先进水平，“楼板中的模板
结构组合件技术”及“楼板施工用钢模组合件技术”已申请了实用新型专利。
３、知识产权和非专利技术
（１）专利
公司拥有专利如下：
专利名称

专利类型

楼板施工用钢模板组 实用新型

专利号

专利权期限

授权公告日

ＺＬ０２－２－０４６００．３ １０ 年

２００３－０１－０１

ＺＬ０２－２－０３７６６．７ １０ 年

２００３－０２－１９

合件
楼板中的模板结构组 实用新型
合件
公司还有如下专利正在申请中：
专利名称

专利类型

申请号

申请日

可调式楼面钢模板支撑 实用新型

０２２８３１２７．４

２００２－１０－１８

组合件
整体式内干墙板

实用新型

０２２９０２６５．１

２００２－１２－０５

整体式外墙板

实用新型

０２２９０２６６．Ｘ

２００２－１２－０５

自承式钢骨架－混凝土 实用新型

０３２０１９０９．２

２００３－０１－０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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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合梁
自承式模板构件

实用新型

０３２４０９４５．１

２００３－０３－１７

石板材剖切方法

发明

０２１５００６４．９

２００２－１１－１９

（２）非专利技术
公司拥有“冷弯薄壁 Ｚ 型钢连续檩条工程应用技术”
、
“高层建筑钢－砼组合结
构工程应用技术”等非专利技术。
（３）知识产权和非专利技术的其他情况
公司未允许他人使用本公司知识产权和非专利技术。公司应用技术所形成的产
品已处于批量生产阶段。

十三、研究开发
１、研发机构、人员和费用
本公司建立了萧山市级企业技术中心，主要进行建筑钢结构体系的研究；与浙
江大学土木工程系联合组建了“浙江大学杭萧钢构研究开发中心”，进行钢结构工
程设计和标准制定的研究工作；与同济大学联合主编《矩形钢管砼结构技术规程》
并合作进行“矩形钢管混凝土柱管内混凝土浇灌实验研究”；与福州大学合作进行
设计计算软件的编制和矩形钢管混凝土结构成套技术研究以及矩形钢管混凝土柱
耐火试验研究；与西安建筑科技大学合作进行矩形钢管混凝土梁柱节点试验研究。
公司技术设计与研究开发人员 ７０ 人、其中教授 １ 人，高级工程师 １４ 人。目前公司
具备独立开发新产品的能力，可以完成包括开发方案的提出，产品试设计，制作加
工及安装等工作；产品检测手段齐备，可以进行各种原材料的理化分析及测试。公
司 ２０００ 年研究开发费用为 ５２．９７ 万元，约占主营业务收入的 ０．４３％；２００１ 年公司
的研究开发费用为 １６０．６７ 万元，约占主营业务收入的 ０．５２％；２００２ 年公司的研究
开发费用为 ２０３．７６ 万元，约占主营业务收入的 ０．３２％。
２、目前正在从事的研究项目
公司目前正从事的研究项目为“高层建筑钢结构配套的整体楼层技术开发”和
“装配式外墙板的技术开发”项目。
３、技术创新机制
公司在建筑钢结构发展方面的核心就是技术创新。公司把技术创新和新产品的
开发作为公司发展的战略核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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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搞好企业的技术中心。
公司现有的技术中心为原萧山市企业技术中心，公司拟在现有技术中心的基础
上组建浙江省省级企业技术研发中心，集中现有技术力量，并引进国内外知名的专
家教授等技术研发人员，形成一个强有力的建筑钢结构研究开发队伍。
（２）在产品开发过程中，进一步完善计算机辅助设计系统，引进国内外的先
进软件，与国内高等院校合作开发软件并在此基础上组织公司技术人员自主开发设
计计算软件，以适应我国建筑钢结构行业规范及市场需求。
（３）在人才方面，通过全面长远的人力资源规划，建立一支高素质、高水平、
高层次的技术队伍。聘请国内知名专家作公司的工程师或高级顾问，进行各种形式
的专业培训，提高整体技术水平，建立良好的竞争机制，形成人才发展的良性环境，
激发广大科技人员的积极性，创造性。
（４）公司与国内著名的高校和科研院所建立了战略伙伴关系，利用社会力量研
发新产品、新技术。巩固目前与浙江大学、福州大学、同济大学、西安建筑科技大
学的合作关系。目前，正与西安建筑科技大学合作筹建建筑结构工程硕士在职研究
生班。
（５）产品系列化。在巩固公司目前主营业务的基础上，突出精品项目，强化品
牌形象。在承建高层、超高层建筑工程的基础上，开发与高层钢结构相配套的产品，
形成钢结构产品的系列化。２００１ 年公司制订了“门式刚架轻型房屋钢结构的企业标
准”，在此基础上，目前正在进行轻钢结构产品化、标准化、系列化的工作。

十四、企业文化建设
本公司一直以来重视内部管理，注重提高整体素质，建设有特色的企业文化。
公司的企业文化核心是对工作永不满足，对客户诚实守信，对社会高度负责。企业
文化贯穿于企业工作的始终。公司近几年来每年均聘请管理专家、咨询机构对公司
存在的问题进行分析、诊断，并进行系统改进和优化，公司形成了比较完备的各项
管理制度，严格遵守并不断改进和完善。

十五、同类上市公司财务指标比较分析
本公司属于建筑钢结构行业，目前上市公司中没有专门从事建筑钢结构生产、
安装的企业。江南重工股份有限公司作为传统的造船企业其主营业务涉及钢结构。
根据该公司 ２００２ 年年报披露，其目前的主营业务为：大型钢结构、压力容器、港
口机械。其中钢结构目前是公司的最大产业，主要是面向国家及地方的一些重大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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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如大桥、大厦、体育场馆等，是国内重要的钢结构机械工程加工基地，其设计
制造安装能力名列行业前茅。２００２ 年，公司主营业务收入中钢结构收入占到了
６８．７５％，为 ３２，７７９ 万元。压力容器在公司主营业务收入中也占较大比重，公司也
是我国唯一生产大型液化气船液罐的企业。
考虑到江南重工属传统的制造企业，与本公司具一定的不可比性。根据本公司
的业务模式与性质，现选取与本公司类似的工程建筑行业上市公司进行对比分析。
工程建筑行业主要上市公司 ２００２ 年年末主要财务指标对照表
每股指标分析
代码

获利能力分析

公司简称 每股摊 每股现 销售毛
薄收益 金流量

利率

主营业
务利润
率

经营能力分析

总资产 净资产
报酬率 收益率

应收帐
款周转
率

偿债能力

资本结构

存货周 流动 速动比 资产负债
转率

比率

率

率

００００６５ 北方国际

０．１６

－０．１３

１１．２０

１０．３３

２．６５

７．１１

２．８０

２．５６

１．４０

０．９３

６２．７５

００００９０

０．３１

０．０３

１５．０４

１０．８１

２．５０

６．４２

４．６０

１．０８

１．３０

０．６３

６０．８３

０００７５８ 中色建设

０．１６

０．１１

９．８８

９．６３

４．９３

６．７９

１．９３

２．０９

２．３９

２．００

２４．５７

６０００５２ 浙江广厦

０．２１

－０．０１

４７．８２

４２．５４

２．７０

６．６０

２１．６６

０．６５

１．０７

０．６１

５６．７８

６０００７２ 江南重工

０．０９

－０．０９

９．０４

８．９６

２．７１

３．０６

２．１７

４．８１

４．４４

３．６２

１１．６８

６００１７０ 上海建工

０．２７

０．５７

７．８３

４．８１

２．１１

６．８５

９．９９

４３．３３

１．２４

１．２１

６６．１２

６００２５２ 梧洲中恒

０．１９

０．１１

３５．４４

３０．３５

３．４７

６．６１

２．６６

１．０８

２．１３

１．４５

４５．３８

６００５２８ 中铁二局

０．２７

－１．０４

１４．９１

１２．１５

２．６１

６．４３

７．８６

６．０４

１．３７

１．０６

５５．６５

６００７５８ 金帝建设

－０．９９

－０．０５

９．３４

５．９２ －１５．５６ －１６９．２９

１．６１

４．０５

０．９３

０．７８

９０．０９

６００８２０ 隧道股份

０．１８

－１．２８

１０．０９

８．４３

１．７５

６．５１

４．０１

４．４５

０．９４

０．６５

７１．９５

０．２０

－０．１９

１７．９２

１５．３３

２．８３

６．２６

６．４１

７．３４

１．８１

１．３５

５０．６３

０．８４

０．８７

２１．０８

１８．１４

９．７４

４１．２７

７．２６

６．５３

０．６７

０．４１

６７．６４

深天健

平

均

杭萧钢构

注：有关数据来源于 ｗｗｗ．ｃｎｌｉｓｔ．ｃｏｍ。在计算平均数时，剔除了财务指标不正
常的金帝建设。
从上表可以看出，本公司与业务相似的上市公司相比具有以下特点：
（１）获利能力分析。公司 ２００２ 年销售毛利率、主营业务利润率、总资产报酬
率、净资产收益率均较同类上市公司平均值高，表明企业具有良好的盈利能力。
（２）资产运营能力分析。公司 ２００２ 年应收账款周转率较同类上市公司平均值
高，表明企业应收账款运营效率高。存货周转率与同类上市公司平均值持平，表明
企业存货周转情况符合行业特点。
（３）资本结构分析。公司 ２００２ 年末资产负债率为 ６７．６４％，高于同类上市公司
平均水平。由于公司受融资渠道狭窄所限。公司资产负债结构偏高。
（４）偿债能力分析。公司 ２００２ 年流动比率和速动比率均低于同类上市公司水
平。这主要是因为公司目前正在进行的“高层建筑钢—砼组合结构产业化”项目的
主要资金来源为短期借款，公司短期借款余额较大导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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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业竞争与关联交易

一、同业竞争
１、关于同业竞争的情况
本公司目前主要从事钢结构工程的制作、安装；专项工程设计等。
公司控股股东为单银木先生，单银木先生除在本公司有股权投资外，没有投资
于其他公司，公司控股股东单银木与本公司之间不存在同业竞争情况。公司主要自
然人股东潘金水先生、戴瑞芳先生（另持有本公司控股子公司山东杭萧钢构有限公
司和青岛杭萧机械结构有限公司各 １０％的股权）与本公司不存在同业竞争。公司主
要法人股东杭州萧山第二建筑工程有限公司的经营范围为建筑施工、设备安装、建
筑装饰、基础设施，其主营业务为建筑施工，主要从事土建施工，与本公司主营业
务钢结构制作安装业务不相同，也不相似。杭州萧山第二建筑工程有限公司参股、
控股的公司均与本公司不存在同业竞争。公司其他法人股东及其参股、控股公司与
本公司不存在同业竞争情况。公司董事王琦琼女士、李 炳传先生、监事陈一江先生、
副总经理周金法先生及其参股、控股公司与本公司不存在同业竞争情况。公司其他
自然人股东、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未参股或控股其他公司，与本公司亦不存在同业
竞争情况。
２、本公司避免同业竞争的制度安排
本公司控股股东单银木先生、主要自然人股东戴瑞芳先生、潘金水先生、重要
关联方王琦琼女士、单银荣先生出具了避免同业竞争的《承诺函》，承诺“现在没
有、将来亦不会在中国境内外为自身或者连同或代表或受雇于任何人士、商号或公
司，成立、发展、经营或协助经营、参与、从事、牵涉或从中拥有利益或被雇佣于
任何业务、企业或项目，而该等业务、企业或项目与股份公司业务或股份公司不时
经营的任何业务构成直接竞争或可能竞争。”
持有本公司 １０％股份的法人股东杭州萧山第二建筑工程有限公司与本公司签署
了《避免同业竞争协议》，杭州萧山二建建筑工程有限公司承诺：将不会在中国境
内外为其自身或者连同或代表任何人士、商号或公司，成立、发展、经营或协助经
营、参与、从事、牵涉或从中拥有利益或被雇佣于任何业务、企业或项目，而该等
业务、企业或项目与发行人业务或其中任何部分或发行人不时经营的任何其他业务
直接竞争或可能竞争；且杭州萧山二建建筑工程有限公司承诺其欲进行与发行人的
业务可能产生竞争的新业务、投资和研究时或发行人如发现杭州萧山二建建筑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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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限公司经营、计划经营任何竞争业务，或投资、计划投资与经营任何竞争业务的
企业，发行人将有权对该等项目或企业行使该协议项下的优先发展权和优先收购
权。
３、中介机构对同业竞争的意见
发行人律师经核查后认为，关联方企业杭州萧山第二建筑工程有限公司及其他
关联方与本公司不存在同业竞争；关联方杭州萧山第二建筑工程有限公司、持有本
公司 ５％以上股份的自然人股东单银木、潘金水、戴瑞芳以及关联自然人王琦琼、单
银荣已经作出承诺采取有效措施避免与本公司发生同业竞争。
主承销商经核查后认为，本公司与实质控制人及其控制法人之间不存在同业竞
争，本公司避免同业竞争的措施是有效的。

二、关联方、关联方关系及关联交易
１、关联方与关联关系
（１）本公司主要关联方及关联关系如下：
关联方名称

与本公司关系

主营业务

单银木

持本公司 ５３．３６％股份的自然人控股股东、
本公司董事长

－－

潘金水

持本公司 １６．５３％股份的自然人股东、本
公司董事

－－

戴瑞芳

持本公司 １１．８９％股份的自然人股东、本

－－

公司董事
浙江国泰建设集团有限 持本公司 １０％股份的法人股东、本公司董
公司
事李炳传持股 ８０．８７％所控制之公司

土建施工

王琦琼

本公司实际控股人单银木之配偶、本公司
董事

－－

单银荣

本公司实际控股人单银木之胞弟

－－

安徽杭萧钢结构有限公
司

本公司副总经理周金法持股 １５％的参股公 钢结构制造安装
司
钢结构、配件加
工

杭州杭萧机械结构发展

钢结构、配件加

山东杭萧钢构有限公司

存在
不存在
存在
存在
存在
存在

本公司持股 ７５％的控股子公司

芜湖杭萧机械结构有限 本公司持股 ９５％的控股子公司
公司
本公司董事王琦琼持股 ５％的参股公司
有限公司

关联交易

本公司持股 ８３．３３％的控股子公司
本公司持股 ９０％的控股子公司
本公司董事戴瑞芳持股 １０％的参股公司

青岛杭萧机械结构有限 本公司持股 ９０％的控股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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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董事戴瑞芳持股 １０％的参股公司

造安装

河南杭萧钢构有限公司 本公司持股 ８０％的控股子公司

钢结构制造安装

不存在

洛阳杭萧机械结构有限
本公司持股 ８０％的控股子公司
公司

金属结构及配件
加工

不存在

房地产开发

存在

江西杭萧通力钢构有限
本公司持股 ５１％的控股子公司
公司

钢结构制造安装

不存在

杭州金剑钢结构检测有
本公司持股 ９０％的控股子公司
限公司

钢结构检测

不存在

金属材料检测

不存在

杭州杭萧房地产开发有 本公司董事王琦琼持股 ６７％与单银木之胞
限公司

弟单银荣持股 ３３％所控制之公司

芜湖杭萧理化检测有限 本公司的控股子公司安徽杭萧持其 ９０％的
公司

股份，本公司间接持有其 ６７．５％的股份

除了上表所列示的本公司的法人及自然人关联方外，本公司的董事、监事、高
级管理人员、核心技术人员也是本公司的自然人关联方，这些自然人关联方与本公
司不存在关联交易。
除上述关联方外，本公司不存在其他需披露而未披露的关联方。

（２）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在关联公司任职情况
见第七章“二、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的其他情况”之“２、董事、监事
及高级管理人员在关联公司任职与持股情况”内容。
２、本公司关联交易的情况
（１）最近三年关联交易对公司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的影响
２０００ 年、２００１ 年及 ２００２ 年公司关联交易产生的收入、成本、毛利的金额、性
质及所占比例情况如下表：
交易
类别

交易
性质

交易
项目
收入

销售商品
及提供劳
务

非经常
性

成本
毛利

出让
股权

非经常
性

收入
成本
利润

金额及比例

２００２ 年

金额（万元）

－

３，２５７

－

占主营收入比例（％）

－
－

１０．５２
１，８４０

－
－

－
－
－

７．８４
１，３２０
１９．８４

－
－
－

－
－

－
－

１，６５９．２
１，６５９．２

－
－

－
－

０
０．００

金额（万元）
占主营成本比例（％）
金额（万元）
占主营利润比例（％）
金额（万元）
金额（万元）
金额（万元）
占利润总额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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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额（万元）
金额（万元）
占利润总额比例（％）
金额（万元）
占管理费用比例（％）

－
－

－
－

７７．９６
０

－
２９．２３

－
－

０．００
－

０．８０

－

－

（２）发生的主要关联交易
１）销售商品及提供劳务的关联交易
２００１年公司为杭州杭萧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的瑞丰国际商务大厦提供钢结构制
作和安装，根据中天华正出具的中天华正（京）审［２００２］１０１号审计报告，此项工程
形成的收入为３２，５７３，９６９．５７元、成本为１８，３９９，４７４．７６元、毛利为１３，２００，９５９．２４元。
该项关联交易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筑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筑法合同
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筑法招投标法》及相关规定，杭萧房地产对该工程进行了
公开招标，本公司作为钢结构的分包方中标。２０００年３月６日杭萧钢构和杭萧房地产
签订了《工程承包合同》，２００１年６月４日双方签订补充合同书。
该项关联交易的毛利率与本公司相同业务的毛利率相当。本公司于２００１年１０月
２５日召开的第一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及于２００１年１１月２５日召开的２００１年第二次临时
股东大会在关联股东单银木先生回避表决的情况下审议通过了上述关联交易的报
告。
本公司于２００１年１０月２５日召开的第一届监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上述关联
交易的报告，认为该项关联交易公平、公允，维护了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
本公司独立董事认为，该项关联交易已履行了法定的批准程序，并体现了公允
性。
发行人律师认为，该项关联交易是公允的，未发现存在损害发行人及其他股东
利益的情况。
本次发行的会计师认为，公司在报告期发生的重大关联交易的会计处理符合财
会［２００１］６４号《关联方之间出售资产等有关会计处理问题暂行规定》的原则，未发
现其有违反财会［２００１］６４号《关联方之间出售资产等有关会计处理问题暂行规定》
的事项。
主承销商认为，公司所涉及上述重大关联交易不会影响其生产经营的独立性。
２）接受劳务的关联交易
２００１年１１月２８日，发行人与关联方杭州萧山第二建筑工程公司签定了《建筑工
程施工合同》，根据该合同，萧二建为公司新厂区提供办公楼土建项目施工，工程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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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 价 计 人 民 币 ２，３３８，０００．００ 元 。 工 程 于 ２００３ 年 １月 竣 工 验 收 ， 竣 工 决 算 人 民 币
４，４５０，０００．００元。
３）出让股权的关联交易
２０００年１１月２８日，经原杭州杭萧钢结构有限公司股东会决议批准，公司与关联
方王琦琼女士签定了《股东转让出资协议》，将公司拥有的杭州杭萧房地产开发有限
公司４３．１９％的股份以该公司注册资本１，８８６．６０万元为依据，按１：１价格转让给王琦
琼，转让价款共计８１４．８２２万元。
２０００年１２月２５日，经原杭州杭萧钢结构有限公司股东会决议批准，公司与关联
方单银荣先生签定了《股东转让出资协议》，将公司拥有的杭州杭萧房地产开发有限
公司３３％的股份按账面成本价转让给单银荣，转让价款共计７４４．３７８万元。
上述两项股权转让的价款于２００１年１２月１８日全部支付完毕，并于２００１年９月５日
办理完工商变更手续。该两项关联交易以账面价值转让，故未产生投资收益。
４）受让股权的关联交易
本公司控股子公司杭州杭萧机械结构发展有限公司，原注册资本人民币１２０万
元，其中本公司关联人单银木出资７５．９８万元，单银荣出资０．４８万元，许荣根出资１．５
万元。２０００年１１月，本公司出资８７．１０万元受让单银木、单银荣和许荣根及其他自然
人所持该公司股权，同时按出资额收购萧山市新街镇盛东村村民委员会持有的该公
司的１２．９万元股权，受让完成后本公司持该公司８３．３３％股份。
５）提供担保和抵押的关联交易
（ａ） ２００１年７月３１日，公司和广东发展银行杭州分行宝善支行签定了编号为
Ｂ２００１－３１１３－２的《贷款合同》，借款金额：人民币１５００万元，借款期限为２００１年７月
３１日至２００３年７月３１日。公司关联方杭州杭萧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其正在开发建造
的瑞丰国际商务大厦五楼房产作为抵押和杭州珍琪电器有限公司、安徽杭萧钢结构
有限公司为本公司提供连带责任保证。
（ｂ） ２００１年７月３１日，公司和广东发展银行杭州分行宝善支行签定了编号为
Ｂ２００１－３１１３－１的《贷款合同》，借款金额：人民币１５００万元，借款期限为２００１年７月
３１日至２００３年７月３１日。公司关联方杭州杭萧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安徽杭萧钢结构
有限公司为本公司提供连带责任保证。
（ｃ） ２００１年１２月１８日，公司和中信实业银行杭州分行萧山支行签定了编号为２００１
年信银萧之保贷字６７１号的《保证贷款合同》，借款金额：人民币４００万元，借款期限
为２００１年１２月１８日至２００２年９月１７日。公司控股股东单银木与杭州珍琪电器有限公司
为本公司提供连带责任保证。
（ｄ） ２００１年１０月２５日，公司和中信实业银行杭州分行萧山支行签定了编号为２００１
年信银萧之保贷字５３７号的《保证贷款合同》，借款金额：人民币４００万元，借款期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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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２００１年１０月２５日至２００２年５月２４日。公司控股股东单银木与杭州珍琪电器有限公司
为本公司提供连带责任保证。
（ｅ） ２００１年１１月２１日，公司和中信实业银行杭州分行萧山支行签定了编号为２００１
年信银萧之保贷字６０３号的《保证贷款合同》，借款金额：人民币３００万元，借款期限
为２００１年１１月２１日至２００２年６月２０日。公司控股股东单银木与杭州珍琪电器有限公司
为本公司提供连带责任保证。
（ｆ） 发行人与上海浦东发展银行杭州分行萧山支行于２００２年２月９日签订的《上
海浦东发展银行短期贷款合同》
（编号：２１１２８０）。该合同项下的贷款币种为人民币，
最高限额为１，０００万元整，贷款期限为２００２年２月９日至２００２年６月３１日。贷款月利率
为５．１１５‰。杭州珍琪电器有限公司及单银木为发行人上述借款提供连带责任保证。
（ｇ） 本公司与交通银行萧山支行于２００２年３月２６日签订的《交通银行借款合同》
（萧交银２００２年贷字２１００９９号）。借款金额：人民币７７０万元，借款期限为２００２年３月
２６日至２００２年８月１２日。月利率为４．６２‰。杭州杭萧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为本公司的
借款提供连带责任保证。
（ｈ） 杭 州 杭 萧 房 地 产 开 发 有 限 公 司 中 国 农 业 银 行 杭 州 市 萧 山 支 行 签 定 了
（３３０１０１１１３）农银高保字（２００２）第 ０２４ 号《最高额保证合同》
，为本公司从中国
农业银行杭州市萧山支行借款提供最高限额为 ２，５００ 万元的担保，允许本公司从
２００２ 年 ４ 月 １０ 日至 ２００３ 年 ４ 月 １０ 日可以在此限额内循环使用信贷资金。并因此：
本公司与中国农业银行杭州市萧山支行于 ２００２ 年 ４ 月 １０ 日签订的（３３０１０１１１３）
农银借字（２００２）第 ０６６ 号《借款合同》。借款金额：人民币 ５００ 万元，借款期限
为 ２００２ 年 ４ 月 １０ 日至 ２００２ 年 ７ 月 １０ 日。年利率为 ５．５４４％。
本公司与中国农业银行杭州市萧山支行于 ２００２ 年 ４ 月 １１ 日签订的（３３０１０１１１３）
农银借字（２００２）第 ０６８ 号《借款合同》。借款金额：人民币 ５００ 万元，借款期限
为 ２００２ 年 ４ 月 １１ 日至 ２００２ 年 ７ 月 １０ 日。年利率为 ５．５４４％。
本公司与中国农业银行杭州市萧山支行于 ２００２ 年 ４ 月 １９ 日签订的（３３０１０１１１３）
农银借字（２００２）第 ０７９ 号《借款合同》。借款金额：人民币 ５００ 万元，借款期限
为 ２００２ 年 ４ 月 １９ 日至 ２００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年利率为 ５．８４１％。
（ｉ） 本公司与杭州市萧山区新街农村信用合作社于 ２００２ 年 ５ 月 １４ 日签订的
《保证借款合同》
（浙农信保借字［０２８１９０２１２３３００４８０］）。借款金额：人民币 ６００ 万
元，借款期限为 ２００２ 年 ５ 月 １４ 日至 ２００２ 年 ９ 月 ３０ 日。月利率为 ６．３‰。杭州杭
萧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为本公司上述借款提供连带责任保证。
（ｊ） 杭州杭萧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中国农业银行杭州市萧山支行与签定了
（３３０１０１１１３）农银高保字（２００２）第 ０３４ 号《最高额保证合同》
，为本公司从中国
农业银行杭州市萧山支行借款提供最高限额为 ３，５００ 万元的担保，为此：

1- 1- 97

浙江杭萧钢构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招股说明书

本公司与中国农业银行杭州市萧山支行于 ２００２ 年 ６ 月 １１ 日签订的（３３０１０１１１３）
农银借字（２００２）第 １０９ 号《借款合同》。借款金额：人民币 ６４５ 万元，借款期限
为 ２００２ 年 ６ 月 １１ 日至 ２００３ 年 ４ 月 ３０ 日。年利率为 ５．８４１％。
本公司与中国农业银行杭州市萧山支行于 ２００２ 年 ９ 月 ５ 日签订的（３３０１０１１１３）
农银借字（２００２）第 １８４ 号《借款合同》。借款金额：人民币 ５５０ 万元，借款期限
为 ２００２ 年 ９ 月 ５ 日至 ２００３ 年 ５ 月 ３０ 日。年利率为 ５．８４１％。
（ｋ） 本公司与中信实业银行杭州分行萧山支行于 ２００２ 年 ５ 月 ２３ 日签订的
（２００２）信银萧保贷字 ２５２３ 号《保证借款合同》。借款金额：人民币 ４００ 万元整，
贷款期限为 ２００２ 年 ５ 月 ２３ 日至 ２００２ 年 ８ 月 ２２ 日。贷款月利率为 ５．０４‰。杭州萧
山建筑装饰实业有限公司及单银木为本公司上述借款提供连带责任保证。
（ｌ） 本公司与中信实业银行杭州分行萧山支行于 ２００２ 年 ６ 月 １３ 日签订的
（２００２）信银萧保贷字 ２５９４ 号《保证借款合同》。借款金额：人民币 ３００ 万元整，
贷款期限为 ２００２ 年 ６ 月 １３ 日至 ２００２ 年 ９ 月 １３ 日。贷款月利率为 ５．０４‰。杭州珍
琪电器有限公司及单银木为本公司上述借款提供连带责任保证。
（ｍ） 本公司与上海浦东发展银行杭州分行萧山支行于 ２００２ 年 ６ 月 １７ 日签订的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短期贷款合同》
（编号：２１４４５０）。该合同项下的贷款币种为人
民币，最高限额为 １，０００ 万元整，贷款期限为 ２００２ 年 ６ 月 １７ 日至 ２００３ 年 １ 月 １６
日。贷款月利率为 ４．８６７５‰。杭州珍琪电器有限公司及单银木为本公司上述借款提
供连带责任保证。
（ｎ）发行人与中国农业银行杭州市萧山支行于 ２００２ 年 ６ 月 ２５ 日签订的
（３３０１０１１１３）农银借字（２００２）第 １１７ 号《借款合同》。借款金额：人民币 １００ 万
元，借款期限为 ２００２ 年 ６ 月 ２５ 日至 ２００２ 年 ９ 月 ３０ 日。年利率为 ５．５４４％。杭州杭
萧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作为保证人为发行人上述借款提供连带责任保证。
（ｏ）本公司与交通银行萧山支行于 ２００２ 年 ８ 月 １２ 日签订的《交通银行借款
合同》（萧交银 ２００２ 年贷字 ２１０２２９ 号）。借款金额：人民币 ７００ 万元，借款期限为
２００２ 年 ８ 月 １２ 日至 ２００２ 年 ６ 月 １０ 日。月利率为 ４．８６７５‰。杭州杭萧房地产开发
有限公司为本公司的借款提供连带责任保证。
（ｐ）本公司与招商银行杭州分行于２００２年８月２３日签订的《借款合同》（编号：
２００２年贷字第０８５号）。借款金额：人民币１，０００万元，借款期限为２００２年８月２３日至
２００３年２月２３日。年利率为５．２９２％。杭州杭萧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为本公司上述借款
提供连带责任保证。
（ｑ）本公司与中信实业银行杭州分行萧山支行于２００２年８月１５日签订的（２００２）
信银萧保贷字２８７７号《保证借款合同》。借款金额：人民币４００万元整，贷款期限为
２００２年８月１５日至２００３年６月１３日。贷款月利率为５．３１‰。杭州萧山建筑装饰实业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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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公司及单银木为本公司上述借款提供连带责任保证。
（ｒ）本公司与中信实业银行杭州分行萧山支行于 ２００２ 年 ９ 月 １０ 日签订的
（２００２）信银萧保贷字 ２９４７ 号《保证借款合同》。借款金额：人民币 ７００ 万元整，
贷款期限为 ２００２ 年 ９ 月 １０ 日至 ２００３ 年 ７ 月 ９ 日。贷款月利率为 ５．３１‰。杭州杭
萧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为本公司上述借款提供连带责任保证。
（ｓ）本公司与中国工商银行杭州市萧山支行于 ２００２ 年 ９ 月 ２７ 日签订的 ２００２
年（借）２７２９ 号《流动资金借款合同》。借款金额：人民币 ２５００ 万元，借款期限为
２００２ 年 ９ 月 ２７ 日至 ２００３ 年 ３ 月 ２７ 日。月利率为 ４．６２‰。浙江国泰建设集团有限
公司（原杭州萧山第二建筑工程有限公司）为本公司上述借款提供连带责任保证。
（ｔ）本公司与杭州市萧山区新街农村信用合作社于２００２年１０月９日签订的浙农信
保借字０２８１９２１２３３０８０５２号《保证借款合同》。借款金额：人民币６００万元整，贷款期
限为２００２年１０月９日至２００３年３月９日。贷款月利率为５．４６‰。杭州杭萧房地产开发有
限公司为本公司上述借款提供连带责任保证。
（ｕ）本公司与杭州市萧山区新街农村信用合作社于２００２年１２月４日签订的浙农
信保借字０２８１９０２１２３３０１３０５号《保证借款合同》。借款金额：人民币６００万元整，贷
款期限为２００２年１２月４日至２００３年４月３０日。贷款月利率为５．４６‰。杭州杭萧房地产
开发有限公司为本公司上述借款提供连带责任保证。
（ｖ）本公司与招商银行杭州分行于２００３年３月１８日签订的《借款合同》（编号：
２００３年贷字第２９号）。借款金额：人民币１，０００万元，借款期限为２００３年３月１８日至２００４
年３月１８日。年利率为５．３１％。杭州杭萧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为本公司上述借款提供
连带责任保证。
（ｗ）本公司与中信实业银行杭州分行萧山支行于２００３年６月４日签订的（２００３）
信银萧保贷字０３０６８９号《保证借款合同》。该合同项下的贷款币种为人民币４００万元
整，贷款期限为２００３年６月４日至２００３年１１月２７日。贷款月利率为５．０４‰。浙江圣大
装饰有限公司及单银木为本公司上述借款提供连带责任保证。
（ｘ）本公司与交通银行萧山支行于２００３年６月１０日签订的《交通银行借款合同》
（萧交银２００３年贷字０３０６００９１号）。借款金额：人民币７００万元，借款期限为２００３年６
月１０日至２００３年１１月１０日。月利率为４．６２‰。杭州杭萧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为本公
司上述借款提供连带责任保证。
（ｙ）本公司与上海浦东发展银行杭州分行萧山支行于２００３年７月１日签订《短期
贷款合同》
（编号：９５０７２００３２８３１７３２０）。借款金额人民币３００万元，借款期限自２００３
年７月１日至２００４年３月１５日，年利率为５．８４１％。单银木为上述借款提供保证担保。
（ｚ）本公司与中信实业银行杭州分行萧山支行于２００３年７月２日签订（２００３）信
银杭萧保贷字０３０８４２号《保证借款合同》。借款金额人民币７００万元，年利率为６．０４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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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款期限自２００３年７月２日至２００３年１２月２５日。杭州杭萧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和单银
木为上述借款提供保证担保。
６）合作投资设立企业的关联交易
①与公司关联方戴瑞芳共同投资设立山东杭萧钢构有限公司
本公司于２００１年５月２０日召开第一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公司出资９００
万元和戴瑞芳共同投资设立山东杭萧钢构有限公司的议案，关联董事戴瑞芳回避表
决。山东杭萧已经于２００１年１２月１２日正式设立。
②与公司关联方王琦琼共同投资设立芜湖杭萧机械结构有限公司
本公司控股子公司芜湖杭萧机械结构有限公司设立于２０００年１２月，注册资本１００
万元，本公司出资９５万元，出资比例为９５％，王琦琼出资５万元，出资比例为５％。
③与公司关联方戴瑞芳共同投资设立青岛杭萧机械结构有限公司
本公司于２００２年４月１２日召开第一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公司出资９０
万元占９０％的股权和戴瑞芳共同投资设立青岛杭萧机械结构有限公司的议案，关 联董
事戴瑞芳回避表决。青岛杭萧已经于２００２年４月２３日正式设立。
７）房屋租赁
本公司与关联方王琦琼女士于２００２年３月６日签订了《杭州市租赁合同》，根据该
合同，关联方王琦琼女士将坐落在杭州市下城区青春坊第３２幢３层的房屋（使用面积
为１０８２．６１平方米），出租给本公司作为设计技术人员的办公场地。该房屋租赁期自
２００２年３月９日起至２００３年３月８日止，该房屋月租金为人民币３２，４７８．３０元。该租赁价
格是依据市场定价方法，参考周边房屋市场租赁价格及该租赁房屋自身状况确定的。
该项租赁交易公平、公允。
除上述关联交易外，最近三年又一期本公司不存在其他需披露而未披露的关联
交易。
经发行人律师核查，未发现上述关联交易存在损害发行人及其他股东利益的情
况。
主承销商经核查后认为，上述重大关联交易的决策程序合法有效，不存在损害发
行人及其他股东利益的情况。
（３）本次募股资金的运用涉及的关联交易
根据目前的安排，本次募股资金的运用不涉及关联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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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公司规范关联交易的制度安排
（１）公司减少关联交易的措施
１）公司股东没有通过原材料供应、销售、垄断业务渠道等方式干预本公司经营
的情况。
２）本公司具有独立的产、供、销系统，主要商品供给及销售均不依赖于控股
股东和主要股东及其下属企业。
３）本公司严格按照国家有关的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采取对重大合同
实行公开招标等办法，尽可能避免关联交易。
（２）公司章程对规范关联交易的安排
本公司章程（修正案）规定股东大会审议有关关联交易事项时，关联股东不应
当参与投票表决，其所代表的有表决权的股份数不计入有效表决总数；股东大会决
议的公告应当充分披露非关联股东的表决情况。同时规定，一般情况下，该关联股
东在股东大会就有关关联交易事项进行表决时，应当回避；并且在这种情况下，负
责点算该事项之表决投票的股东代表不应由该关联股东的代表出任。如有特殊情况
关联股东无法回避时，公司在征得有权部门同意后，可以按正常程序进行表决，并
在股东大会决议公告中作出详细说明。
董事个人或者其所任职的其他企业直接或者间接与公司已有的或者计划中的
合同、交易、安排有关联关系时（聘任合同除外），不论有关事项在一般情况下是
否需要董事会批准同意，均应当尽快向董事会披露其关联关系的性质和程度。
除非有关联关系的董事按本条前款的要求向董事会作了披露，并且董事会在不
将其计入法定人数，该董事亦未参加表决的会议上批准了该事项，公司有权撤销该
合同、交易或者安排，但在对方是善意第三人的情况下除外。
董事会审议关联交易事项时，有关联关系的董事应回避董事会就此进行的讨论
和表决， 但可以书面形式向董事会提供有关关联交易事项的必要解释或根据董事
会会议主持人的安排，向董事会阐述有关关联交易事项的具体情况。董事会应当在
不将有关联关系的董事计入法定人数的情况下作出决议。
如果公司董事在公司首次考虑订立有关合同、交易、安排前以书面形式通知董
事会，声明由于通知所列的内容，公司日后达成的合同、交易、安排与其有利益关
系，则在通知阐明的范围内，有关董事视为做了本章前条所规定的披露。
（３）关联交易决策制度
为进一步完善公司的法人治理结构，有效维护中小股东的权益，依据公司章程
的有关规定，形成了《浙江杭萧钢构股份有限公司关联交易决策制度》，保证中小
股东权益不受损害，该关联交易决策制度已经 ２００１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制度
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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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关联交易的范围
１）关联方是指控股股东、其他股东、控股股东及其股东控制或参股的企业；
对控股股东及主要股东有实质影响的法人或自然人；本公司的合营企业或联营企
业；本公司的主要投资者个人、关键管理人员、核心技术人员与上述关系密切的人
士控制的其他企业、其他对本公司有实质影响的法人或自然人。
２）关联交易是指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与关联方发生的转移资源或义务的事项。
按照实质高于形式原则，关联交易包括（但不限于）：购买或销售商品；购买
或销售除商品以外的其他资产；提供或接受劳务；代理；租赁；提供资金（包括以
现金或实物形式）；担保；管理方面的合同；研究与开发项目的转移；许可协议；
赠与；债务重组；非货币性交易；关联双方共同投资；其他对本公司有影响的重大
交易。
Ｂ、关联交易的定价原则和定价方法
１）关联交易的定价主要遵循市场价格的原则；如果没有市场价格，按照成本加
成定价；如果既没有市场价格，也不适合采用成本加成价的，按照协议价定价；
２）交易双方根据关联交易事项的具体情况确定定价方法，并在相关的关联交易
协议中予以明确。
３）市场价：以市场价为准确定商品或劳务的价格及费率；
４）成本加成价：在交易的商品或劳务的成本基础上加合理利润确定交易价格及
费率；
５）协议价：由交易双方协商确定价格及费率。
Ｃ、关联交易的批准
公司与关联方之间的关联交易金额低于人民币 300 万元，由法定代表人或其授
权代表签署并加盖公章后生效。
公司与关联方之间的关联交易金额在人民币 300 万元－3000 万元或占公司最近
经审计净资产值的 25％以下的关联交易协议，由总经理向董事会提交议案，经董事
会批准后生效。
公司与关联方之间的关联交易金额在人民币 3000 万元以上或占公司最近经审
计净资产值的 25％以上的关联交易协议，由董事会向股东大会提交预案，经股东大
会批准后生效。
Ｄ、董事会的决策程序
１）公司与关联方之间的关联交易金额在人民币 300 万元－3000 万元或占公司
最近经审计净资产值的 25％以下的关联交易协议，由 总经理向董事会提交议案，经
董事会批准后生效。
对此类关联交易应当请独立董事以独立第三方身份就关联交易事项表决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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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合法性及表决结果的公平性单独发表意见，同时报请监事会出具意见。
２）总经理向董事会提出审议关联交易的专项报告中应当说明：
①该笔交易的内容、数量、单价、总金额、占同类业务的比例、定价政策及其
依据，还应当说明定价是否公允、与市场第三方价格有无差异，无市场价格可资比
较或订价受到限制的重大关联交易，是否通过合同明确有关成本和利润的标准。
②该笔交易对本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的影响；
③该笔交易是否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的利益。
３）董事个人或者其所任职的其他企业直接或者间接与本公司已有的或者计划
中的合同、交易、安排有关联关系时（聘任合同除外），不论有关事项在一般情况下
是否需要董事会批准同意，该董事均应当在知道或应当知道之日起十日内向董事会
披露其关联关系的性质和程度。
如果该董事在公司首次考虑订立有关合同、交易、安排前以书面形式通知董事
会，声明由于通知所列的内容，公司日后达成的合同、交易、安排与其有利益关系，
则在通知阐明的范围内，该董事视为履行本条所规定的披露。
4）关联董事应主动提出回避申请，否则其他董事有权要求其回避；
5）当出现是否为关联董事的争议时，由董事会临时会议过半数通过决议决定
该董事是否属关联董事，并决定其是否回避；
6）关联董事不得参与审议和列席会议讨论有关关联交易事项；
7）董事会对有关关联交易事项表决时，在扣除关联董事所代表的表决权数后，
要经全体非关联董事过半数以上通过。
8）关联董事确实无法回避的，应征得有权部门同意。
Ｅ、股东大会的决策程序
１）董事会向股东大会提出审议关联交易的议案时，应当按照要求提供书面报
告，报告中应当单独列明独立董事的意见。
2）关联股东应主动提出回避申请，否则其他股东有权向股东大会提出关联股
东回避申请；
3）当出现是否为关联股东的争议时，由董事会临时会议半数通过决议决定该
股东是否属关联股东，并决定其是否回避，该决议为终局决定；
４）股东大会对有关关联交易事项表决时，在扣除关联股东所代表的有表决权
的股份数后，经出席股东大会的非关联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二分之一以上通过。
5）如有特殊情况关联股东无法回避时，公司在征得有权部门同意后，可以按
照正常程序进行表决，并在股东大会决议公告中作出详细说明。董事会向股东大会
提出审议关联交易的议案时，应当按要求提供书面报告，报告中应当单独列明独立
董事的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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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中介机构对关联方、关联关系、关联交易的意见
发行人律师核查后认为，发行人已经对重大关联交易和解决同业竞争的承诺或
措施进行了充分披露，并无重大遗漏或重大隐瞒。发行人已在公司章程及其他内容
中明确了关联交易公允决策程序。
主承销商经核查后认为，本公司对关联方、关联方关系及关联交易的披露是全
面的、无重大遗漏，关联交易的决策程序能充分保护中、小股东的权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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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核心技术人员
一、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简介
１、董事
单银木，中国籍，男，４３ 岁，大专文化，高级经济师，中共党员，浙江萧山人，
是本公司的创始人。现为中国建筑金属结构协会常务理事及其建筑钢结构委员会常
务委员、中国工程建设标准化协会常务理事及其轻型钢结构委员会委员。
单先生于 １９８５ 年个人投资创办了萧山市金属构件厂（现在的杭州杭萧机械结
构发展有限公司），拥有 １８ 年的钢结构生产经营管理经验。现任本公司董事长，控
股子公司山东杭萧钢构有限公司、河南杭萧钢构有限公司、安徽杭萧钢结构有限公
司、芜湖杭萧机械结构有限公司、杭州杭萧机械结构发展有限公司、洛阳杭萧机械
结构有限公司、杭州金剑钢结构检测有限公司、江西杭萧通力钢构有限公的董事长，
杭州杭萧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董事。
潘金水，中国籍，男，４５ 岁，大专文化，经济师，中共党员，浙江萧山人。曾
任钱啤集团财务科长、总经理助理，浙江一洲啤酒食品有限公司总经理，具有丰富
的管理经验。
现任本公司董事，河南杭萧钢构有限公司、洛阳杭萧机械结构有限公司总经理。
戴瑞芳，中国籍，男，４０ 岁，大专文化，工程师，中共党员，浙江萧山人。曾
任杭州金盾减速机械厂副厂长，杭萧输送机械有限公司总经理，杭州杭萧钢结构有
限公司销售部经理、副总经理，具有丰富的经营管理经验。
现任本公司董事，山东杭萧钢构有限公司、青岛杭萧机械结构有限公司总经理。
李炳传，中国籍，男，４３ 岁，大专文化，高级经济师，中共党员。曾任萧山市
第二建筑工程公司总经理助理、副总经理，浙江顺泰工程建筑公司总经理。
现任本公司董事，浙江国泰建设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杭州萧山二建
宾馆有限公司、浙江顺泰工程建设有限公司、浙江耀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浙江
耀华信息技术有限公司、浙江耀华环保工程有限公司董事长。
魏潮文，中国籍，男，６４ 岁，教授，国家一级注册结构工程师，广东五华人，
湖南大学兼职教授、西安建筑科技大学客座教授。毕业于原华南工学院工民建专业，
曾任华侨大学土木系助教，福州大学土木系副教授、土木建筑设计研究院总工程师。
现任本公司董事，并任中国工程建设标准化协会理事、中国标协轻型钢结构委
员会委员、中国建筑金属结构协会建筑钢结构委员会专家顾问。
王琦琼，中国籍，女，２９ 岁，大专文化，浙江萧山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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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任杭州杭萧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董事蒹总经理，本公司董事。
安浩峰，中国籍，男，６４ 岁，大学文化，浙江定海人。曾任西安冶金建筑学院
助教，浙江工业设计研究院院长，浙江冶金集团副总工程师。
现任浙江省邮电规划设计研究院总工程师。本公司独立董事。
周

滨，中国籍，男，４１ 岁，博士，中共党员。毕业于浙江大学应用心理学系。

现为浙江大学心理与行为学院副教授，主要从事人力资源管理的研究。
现任本公司独立董事。
周似荣，中国籍，男，４４ 岁，大专文化，注册会计师，浙江萧山人。曾工作于
浙江金华地质大队、浙江丽水地质大队、浙江地质矿产厅机械厂、萧山地产建设开
发公司。
现任浙江三弘国际羽毛有限公司财务部经理。本公司独立董事。
２、监事
吴传标，中国籍，男，５３ 岁，初中文化，中共党员。曾任杭州杭萧钢结构有限
公司焊接车间主任。
现为本公司监事会召集人。
许荣根，中国籍，男，４０ 岁，大专文化，经济师，浙江萧山人。曾任杭州杭萧
钢结构有限公司销售员，杭萧输送机械有限公司销售部经理、总经理。
现任本公司监事，安徽杭萧钢结构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陈

辉，中国籍，男，４１ 岁，中专文化，会计师，浙江萧山人。曾在供销系统

工作，历任杭州杭萧钢结构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财务部经理。
现任本公司监事，山东杭萧钢构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陈一江，中国籍，男，３９ 岁，高中文化，二级教师。
现任靖江地方金属材料有限公司董事长，本公司监事。
章

华，中国籍，男，４２ 岁，硕士，教授级高级工程师，国家一级注册结构工

程师，中共党员。毕业于同济大学地下结构工程系。现任浙江省工业设计院副院长、
院技术委员会主任委员；本公司监事。
汪文良，中国籍，男，３７ 岁，高中文化，浙江萧山人。曾任浙江万新集团热处
理车间主任。
现任本公司监事，车间主任、综计办主任。
彭林立，中国籍，男，３９ 岁，硕士，高级工程师，国家一级注册结构工程师，
湖南湘潭人。曾任职于中南建筑设计院，中南建筑设计院上海浦东分院。
现任本公司监事，副总工程师。
３、高级管理人员
张振勇，中国籍，男，４１ 岁，大学文化，高级工程师，河北定兴人。先后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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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冶金地质二队，历任团委书记、宣传部长、矿长、副大队长。现任本公司总经理，
青岛杭萧机械结构有限公司董事长。
陆拥军，中国籍，男，３３ 岁，大专文化，浙江萧山人。曾任职于杭州钱江味精
总厂劳服公司任汽配部经理，杭州江南管道总公司任水暖科科长，钢材公司经理，
浙江省安装公司、萧山同济钢结构工程有限公司经理。１９９９ 年加入本公司任新疆办
事处主任，现任本公司副总经理。
来巧红，中国籍，女，４１ 岁，大专文化，浙江萧山人。曾就职于杭州发电设备
厂，曾任萧山东方宾馆部门经理，杭州之江有机硅化工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现任
本公司副总经理兼董事会秘书。
寿林平，中国籍，男，３９ 岁，大专文化，会计师，浙江萧山人。曾任职于浙江
省地矿厅机械厂，萧山市国营工业供销公司，北京中都大厦房地产开发公司。现为
本公司财务负责人。
４、核心技术人员
杨强跃，中国籍，男，３８ 岁，高级工程师，国家一级注册结构工程师，浙江东
阳人。毕业于浙江大学土木工程系。曾任职于深圳华森设计顾问有限公司，浙江省
工业设计研究院。先后参与或主持了深圳彭年酒店、深圳经协大厦、黄龙雅苑工程、
杭州朝晖现代城、广东惠州港澳广场一期等数十项工程的设计。现为本公司总工程
师。
吕建军，中国籍，男，４０ 岁，高级建筑师，国家一级注册建筑师，湖北黄石人。
毕业于原华南工学院建筑学系。曾任职于中南建筑设计院，２００１ 年进入本公司工作。
在工作期间，主持和参与设计的项目近百个，建筑面积达百万平方米。现任本公司
总建筑师。
陈国津，中国籍，男，４８ 岁，工程师，一级资质项目经理。毕业于浙江工业大
学机械工程系。曾任职于杭州塑料泡沫材料厂。１９９５ 年进入本公司工作，历任总经
理助理、副总工程师。在此期间，参与了公司重大技改项目的策划实施、人才引进
和生产技术管理工作，组建了公司设计部。国家经贸委确定的“国家重点技术改造
双优一高项目”的主要承担者。２０００ 年当选为中国建筑金属结构协会建筑钢结构委
员会副主任委员。现为本公司执行副总工程师。
朱德根，中国籍，男，６０ 岁，高级工程师，浙江杭州人。毕业于西安交通大学
焊接工艺及设备专业。曾任职于陕西宝鸡钢厂，杭州起重机械厂，杭州恒达钢结构
公司。负责本公司钢结构的制造工艺，发表了多篇论文。现为本公司副总工程师
陈友泉，中国籍，男，５１ 岁，硕士，高级工程师，一级注册结构工程师。毕业
于西南交通大学土木系。曾先后任华东交通大学建筑工程系讲师，上海宝成钢结构
建筑有限公司技术部经理，上海宝钢工程建设总公司钢结构分公司总工程师，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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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联钢结构有限公司总工程师。主持和参与完成钢结构建筑设计项目 ３０ 余个，建
筑面积约十四万平方米。公开发表学术论文数十篇。现为本公司副总工程师。
彭林立，简历见监事简历。现任本公司副总工程师。
李文斌，中国籍，男，３７ 岁，高级工程师，国家一级注册结构工程师，陕西西
安人，毕业于合肥工业大学建筑工程系，工民建专业，曾任职于机械部第七设计研
究院，先后参加或主持了西安电讯大楼、西安开发区会展中心及综合办公楼、重庆
ＡＢＢ 变压器厂、大型钢结构厂房等百余个项目的设计及审查工作，现任本公司副总
工程师。
本公司现阶段未进行管理层持股计划安排。公司主要高管人员及核心技术人员
与本公司签了不短于四年的合同，总经理张振勇与本公司签订了八年劳动合同，该
合同于 ２００６ 年到期。
公司主要高管人员及核心技术人员作如下声明：“本人作为浙江杭萧钢构股份
有限公司的高级管理人员（核心技术人员），看好公司所处钢结构行业的发展方向，
对公司充满信心，坚信本公司在全体员工的共同努力下会不断发展、壮大。公司现
有管理层团结、有凝聚力，本人在现有岗位上能发挥自己的能力，本人愿意在公司
长期工作。”

二、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的其他情况
１、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在本公司持股情况
（１）个人持股
本次发行前，本公司董事长单银木持有本公司 ５３．３６％的股份，本公司董事潘金
水持有本公司 １６．５３％的股份，本公司董事戴瑞芳持有本公司 １１．８９％的股份，本公
司监事陈辉持有本公司 ２．６１％的股份，本公司监事许荣根持有本公司 ２．６１％的股份。
本公司其余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未以个人名义持有本公司股份。
（２）家属持股
本次发行前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未以亲属名义持有本公司股份。
（３）法人持股
本次发行前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通过其能够直接或间接控制的公司
持有本公司股份的情况详见招股说明书第四章 “发行人基本情况”之“九、发起
人基本情况”。
２、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在关联公司任职与持股情况
在本公司
人 员

任关联公

持股比例

司职务

（％）

关联公司名称
职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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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杭萧钢构有限公司、河南杭萧钢构有
限公司、安徽杭萧钢结构有限公司、芜湖
杭萧机械结构有限公司、杭州杭萧机械结
构发展有限公司、洛阳杭萧机械结构有限
公司、江西杭萧通力钢构有限公司、杭州
金剑钢结构检测有限公司
杭州杭萧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董事长

—

董事

—

潘金水

董事

河南杭萧钢构有限公司、洛阳杭萧机械结
构有限公司

总经理

—

戴瑞芳

董事

山东杭萧钢构有限公司、青岛杭萧机械结
构有限公司

总经理

１０％

李炳传

董事

浙江国泰建设集团公司

董事长
８０．８７％
总经理
董事长
王琦琼

董事

杭州杭萧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６７％
总经理

许荣根

监事

安徽杭萧钢结构有限公司

副总经理

—

陈

辉

监事

山东杭萧钢构有限公司

副总经理

—

陈一江

监事

靖江地方金属材料有限公司

董事长
９５％
总经理
章

华

张振勇

监事
总经理

浙江省工业设计研究院

副院长

—

青岛杭萧机械结构有限公司

董事长

—

除上述情况以外，本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未在股东单位或股东
单位控制的单位、本公司所控制的法人单位担任职务。
３、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之间亲属关系
本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之间单银木董事长与王琦琼董事系夫妻关
系；除此之外，其他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之间不存在配偶关系、三代以内直
系亲属关系。
４、独立董事任职资格及产生程序
本公司章程规定担任公司独立董事必须具备以下条件：
（１）根据法律、行政法
规及其他有关规定，具备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的资格；
（２）具备上市公司运作的基本
知识，熟悉相关法律、行政法规、规章及规则；（３）具有五年以上法律、经济或者
其他履行独立董事职责所必须的工作经验；（４）最多在五家公司（含本公司）兼任
独立董事，并确保有足够的时间和精力有效履行独立董事的职责。
独立董事必须具有独立性，下列人员不得担任独立董事：
（１）在公司或者附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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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任职的人员及其直系亲属、主要社会关系；
（２）直接或间接持有公司已发行股
份 １％以上或者是公司前十名股东中的自然人股东及其直系亲属；
（３）在直接或间接
持有公司已发行股份 ５％以上的股东单位或者在公司前五名股东单位任职的人员及
其直系亲属；（４） 为公司或者附属企业提供财务、法律、咨询等服务的人员。
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单独或者合并持有公司已发行股份 1%以上的股东可以
提出独立董事候选人，并经股东大会选举决定。
经本公司董事会提名，２００１ 年 １１ 月 ２５ 日，本公司 ２００１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
会对公司章程作相应修改后选举产生了安浩峰、周滨、周似荣 ３ 名独立董事。
５、发行人未与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签订任何担保、借款协议。

三、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薪酬情况
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 ２００２ 年度在本公司的收入状况
单位：元
人 员

职务

工资及奖金

其他待遇

单银木

董事长

３０３，２１１．５４

无

魏潮文

董事

４１，３７２．１１

无

彭林立

监事

１５０，０００．００

无

汪文良

监事

１３４，７０４．１６

无

吴传标

监事

７０，０００．００

无

张振勇

总经理

２５２，８２９．４２

无

来巧红

副总经理

１５０，０００．００

无

周金法

副总经理

４００，０００．００

无

杨庆忠

副总经理

２００，０００．００

无

寿林平

财务负责人

１２０，０００．００

无

备

注

本公司其余董事、监事均不在股份公司领取薪酬。
本公司所有高级管理人员均未在控股股东单位领取薪酬。

四、独立董事酬金及其他报酬、福利政策
本公司聘请安浩峰先生、周滨先生、周似荣先生为本公司独立董事。根据 ２００２
年 ９ 月 ２２ 日在杭州召开的本公司 ２００２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独立董事的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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津贴为每人 ３ 万元人民币。
除在本公司担任独立董事外，安浩峰现担任浙江省邮电规划设计研究院总工程
师；周滨现为浙江大学心理系副教授；周似荣现任浙江三弘国际羽毛有限公司财务
部经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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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公司治理结构
本公司于 ２０００ 年 １２ 月 ２４ 日召开浙江杭萧钢构股份有限公司创立大会暨一届
一次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公司章程，选举了 ５ 名董事、５ 名监事；于 ２００１ 年 １１
月 ２５ 日召开 ２００１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增选 ４ 名董事，其中 ３ 名独立董事，并
对公司章程作出相应修改。公司于 ２００２ 年 ３ 月 １８ 日召开 ２００１ 年度股东大会，会
议根据《上市公司治理准则》的精神，通过了《浙江杭萧钢构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修
正案）》，通过了在公司董事选举中推行累计投票制度的议案，从而建立起符合股份
有限公司上市要求的公司治理结构。同时公司制定了股东大会、董事会和监事会的
议事规则以及总经理工作条例，并得到有效实施，未出现违法违规现象。

一、公司设立独立董事的情况
１、独立董事人数
公司在董事会建立了独立董事制度，在董事会成员中设立了 ３ 名独立董事，２００１
年 １１ 月 ２５ 日本公司 ２００１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对公司章程作相应修改后选举产
生了安浩峰、周滨、周似荣 ３ 名独立董事。
２、独立董事制度
（１）公司章程规定，独立董事是指不在公司担任除董事外的其他职务，并与
公司及公司主要股东不存在可能妨碍其进行独立客观判断的关系的董事。独立董事
的人数占董事会人数的比例不低于三分之一。
独立董事应当符合以下条件：１）根据法律、行政法规及其他有关规定，具备
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的资格；２）具备上市公司运作的基本知识，熟悉相关法律、行
政法规、规章及规则；３）具有五年以上法律、经济或者其他履行独立董事职责所
必须的工作经验；４）最多在五家公司（含本公司）兼任独立董事，并确保有足够
的时间和精力有效履行独立董事的职责。
独立董事必须具有独立性，下列人员不得担任独立董事：１）在公司或者附属
企业任职的人员及其直系亲属、主要社会关系；２）直接或间接持有公司已发行股
份 １％以上或者是公司前十名股东中的自然人股东及其直系亲属；３）在直接或间接
持有公司已发行股份 ５％以上的股东单位或者在公司前五名股东单位任职的人员及
其直系亲属；４）为公司或者附属企业提供财务、法律、咨询等服务的人员。
（２）为了充分发挥独立董事的作用，独立董事除应当具有《公司法》和其他
相关法律、法规赋予董事的职权外，还具有以下特别职权：１）对公司拟与关联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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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成的总额高于 ３００ 万元的关联交易做出判断，并提交董事会讨论。独立董事在作
出判断前，可以聘请中介机构出具独立财务顾问报告，作为其判断的依据；２）向
董事会提议聘用或解聘会计师事务所；３）向董事会提请召开临时股东大会；４）提
议召开董事会；５）独立聘请外部审计机构和咨询机构；６）在股东大会召开前公开
向股东征集投票权。
独立董事在行使上述职权时应当取得全体独立董事的二分之一以上同意。如果
上述提议未被采纳或上述职权不能正常行使，公司应将有关情况予以披露。
（３）独立董事应当对公司重大事项发表独立意见：１）提名、任免董事；２）
聘任或解聘高管人员；３）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的薪酬；４）公司股东、实际控
制人及其关联企业对公司现有或新发生的总额高于 ３００ 万元的借款或其他资金往
来，以及公司是否采取有效措施回收欠款；５）独立董事认为可能损害中、小股东
权益的事项。
如有关事项属于需要披露的事项，公司应当将独立董事的意见予以公告，独立
董事出现意见分歧无法达成一致时，董事会应将各独立董事的意见分别披露。
（４）根据公司章程的规定，为保证独立董事有效行使职权，公司应为独立董
事提供的必要条件：１）公司应当保证独立董事享有与其他董事同等的知情权。凡
须经董事会决策的事项，公司必须按法定的时间提前通知独立董事并同时提供足够
的资料，独立董事认为资料不充分的，可以要求补充。当 １ 名或 ２ 名以上独立董事
认为资料不充分或论证不明确时，可联名书面向董事会提出延期召开董事会会议或
延期审议该事项，董事会应予以采纳；２）公司应提供独立董事履行职责所必需的
工作条件；３）独立董事行使职权时，公司有关人员应当积极配合，不得拒绝、阻
碍或隐瞒，不得干预其独立行使职权；４）独立董事聘请中介机构的费用及其他行
使职权时所需的费用由公司承担；５）公司应当给予独立董事适当的津贴；６）公司
将建立必要的独立董事责任保险制度，以降低独立董事正常履行职责可能引致的风
险。

二、关于公司股东与股东大会
１、股东的权利和义务
根据本公司章程（修正案）规定，公司股东享有下列权利：依照其所持有的股
份份额获得股利和其他形式的利益分配；参加或者委派股东代理人参加股东会议；
依照其所持有的股份份额行使表决权；对公司的经营行为进行监督，提出建议或者
质询；依照法律、行政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转让、赠与或质押其所持有的股份；
依照法律、公司章程的规定获得有关信息；公司终止或者清算时，按其所持有的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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份份额参加公司剩余财产的分配；法律、行政法规及公司章程所赋予的其他权利。
根据本公司章程规定，公司股东承担下列义务：遵守公司章程；依其所认购的
股份和入股方式缴纳股金；除法律、法规规定的情形外，不得退股；法律、行政法
规和公司章程规定应当承担的其他义务。
２、股东大会的职权
根据本公司章程规定，股东大会是公司的最高权力机构，依法行使下列职权：
决定公司经营方针和投资计划；选举和更换董事，决定有关董事的报酬事项；选举
和更换由股东代表出任的监事，决定有关监事的报酬事项；审议批准董事会的报告；
审议批准监事会的报告；审议批准公司的年度财务预算方案、决算方案；审议批准
公司的利润分配方案和弥补亏损方案；对公司增加或者减少注册资本作出决议；对
发行公司债券作出决议；对公司合并、分立、解散和清算等事项作出决议；修改公
司章程；对公司聘用、解聘会计师事务所作出决议；审议代表公司发行在外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百分之五以上的股东的提案；审议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规定应当由
股东大会决定的其他事项。
３、股东大会议事规则
根据本公司章程规定，公司制定了股东大会的议事规则，共 ６８ 条，具体规定
了公司股东大会的权力、召开的程序、议案、表决等内容。公司章程（修正案）结
合公司作为上市公司的实际情况，也对股东大会的议事规则作了规定。
股东大会分为股东年会和临时股东大会。股东年会每年召开一次，并应于上一
会计年度完结后的六个月之内举行。公司在发生《公司法》和公司章程规定的有关
事项之日起两个月以内召开临时股东大会。 临时股东大会只对通知中列明的事项
作出决议。 股东大会会议由董事会依法召集，由董事长主持。董事长因故不能履
行职务时，由董事长指定的副董事长或其他董事主持。董事长和副董事长均不能出
席会议，董事长也未指定人选的，由董事会指定一名董事主持会议；董事会未指定
会议主持人的，由出席会议的股东共同推举一名股东主持会议；如果因任何理由，
出席会议的股东未能共同推选出一名股东主持会议，应当由出席会议的持有最多表
决权股份的股东（或股东代理人）主持。 公司召开股东大会，董事会应当在会议
召开三十日以前通知登记公司股东。 股东可以亲自出席股东大会，也可以委托代
理人代为出席和表决。 监事会或者股东可以根据规定召集临时股东大会的，应当
按照下列程序办理：
（１）签署一份或者数份同样格式内容的书面要求，提请董事会
召集临时股东大会，并阐明会议议题。董事会在收到前述书面要求后，应当尽快发
出召集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２）如果董事会在收到前述书面要求后 ３０ 日内没有
发出召集会议的通告，提出召集会议的监事会或者股东在报经公司所在地的地方证
券主管机关同意后，可以在董事会收到该要求后 ３ 个月内自行召集临时股东大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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召集的程序应当尽可能与董事会召集股东会议的程序相同。监事会或者股东因董事
会未应前述要求举行会议而自行召集并举行会议的，由公司给予监事会或者股东必
要协助，并承担会议费用。股东大会召开的会议通知发出后，除有不可抗力或者其
它意外事件等原因，董事会不得变更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因不可抗力确需变更股
东大会召开时间的，不应因此而变更股权登记日。股东大会审议有关关联交易事项
时，关联股东不应当参与投票表决，其所代表的有表决权的股份数不计入有效表决
总数；股东大会决议的公告应当充分披露非关联股东的表决情况。如有特殊情况关
联股东无法回避时，公司在征得有权部门的同意后，可以按照正常程序进行表决，
并在股东大会决议公告中作出详细说明。股东大会会议记录应保存十五年。
４、小股东利益保护条款
（１）小股东利益保护条款
为保障中小股东利益，本公司股东大会议事规则、董事会工作条例规定：
股东大会审议关联交易事项时，关联股东应当放弃表决权，其所代表的股份不
计入该项表决有效票总数内；股东大会表决内容涉及关联交易事项时，关联股东不
得出任监票人；
董事会就关联交易进行表决时，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董事应不参与表决：董事个
人与公司的关联交易；其他法人单位与公司的关联交易，该法人单位的法定代表人
系出席会议的董事；按国家法律规定和《公司章程》规定应当回避的其他情形；未
能出席会议的董事为有利益冲突的当事人的，不得就该事项授权其他董事代为表
决；
独立董事应就重大关联交易发表独立意见。
除此之外，公司制定了关联交易决策制度，规定了关联交易的决策程序以保障
本公司及中小股东的利益。
本公司全体董事（包括独立董事）认为，现有治理结构能够保护少数股东利益
不受侵害。
（２）累计投票制度
根据中国证监会 2002 年 1 月 10 日公布的《中国上市公司治理准则》，公司 2001
年度股东大会通过了公司章程（修正案），增加“在董事选举中实行累积投票制度”
的条款。累计投票制度的含义是股东大会在选举两名以上董事时，公司股东所持有
的每一股份拥有与应选董事总人数相等的投票权，即公司股东所拥有的全部投票权
为其所持有的股份数与应选董事总人数之积。公司股东既可将其所拥有的全部投票
权集中投票给一名候选董事，也可分散投票给若干名候选董事。股东大会应当根据
各候选董事得票的多少及应选董事的人数选举产生董事。在候选董事人数与应选董
事人数相等时，候选董事须获得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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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二分之一以上票数方获得当选，在获选董事人数多于应选董事人
数时，则以所得票数多者当选为董事。

三、关于董事会
根据本公司章程规定，公司设董事会，对股东大会负责。公司董事会由 ９ 名董
事组成，设董事长 １ 人。公司董事会的 ９ 名董事成员中，现有 ３ 名独立董事，占 ３３．３％；
控股股东及其关联人推荐董事 ２ 名，占 ２２．２％；其他董事 ４ 名，占 ４４．５％。
公司董事会下设战略、审计、提名、薪酬与考核专门委员会，独立董事安浩峰
为提名委员会主任委员（召集人）、独立董事周似荣为审计委员会主任委员（召集
人）、独立董事周滨为薪酬与考核委员会主任委员（召集人）、单银木为战略委员会
主任委员（召集人）。
审计委员会成员由 ３ 到 ５ 名董事组成，其中独立董事占二分之一以上，其主要
职责为：
（１）检查公司会计政策、财务状况和财务报告程序；
（２）与公司外部审计
机构进行交流；
（３）对内部审计人员及其工作进行考核；
（４）对公司的内部控制制
度执行情况进行考核；
（５）检查、监督公司存在或潜在的各种风险；
（６）检查公司
遵守法律、法规的情况；（７）董事会赋予的其他职能。
提名委员会由 ３ 到 ５ 名董事组成，其中独立董事占二分之一以上，其主要职责
为：
（１）分析董事会构成的情况，明确对董事的要求；
（２）制订董事选择的标准和
程序；
（３）广泛搜寻合格的董事候选人；
（４）对股东、监事会提名的董事候选人进
行形式审核；（５）确定董事候选人，经董事会审议通过后提交股东大会进行表决；
（６）对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的组成人员提出方案；（７）董事会授予的其他职权。
薪酬与考核委员会由 ３ 到 ５ 名董事组成，其中独立董事占二分之一以上，其主
要职责为：
（１）负责制定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考核的标准，并进行考核；
（２）负责
制定、审查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薪酬政策和方案；
（３）董事会赋予的其他
职权。
战略决策委员会由 ７ 到 ９ 名董事组成，其主要职责为：
（１）制定公司长期发展
战略；（２）监督、核实公司重大投资决策；（３）董事会赋予的其他职能。
董事会构成能保证本公司决策的民主化、科学化、透明化。
公司章程（修正案）对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规定如下：
董事会每年召开两次会议，由董事长召集，于会议召开十日以前书面通知全体
董事。有《公司法》和公司章程规定的事项发生时，应在 ７ 个工作日内召集临时董
事会会议，临时董事会会议由董事长召集，于召开会议十日前以书面形式通知全体
董事。董事长不能履行职责时，应当指定一名副董事长或者一名董事代其召集临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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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会会议；董事长无故不履行职责，亦未指定具体人员代其行使职责的，可由副
董事长或者二分之一以上的董事共同推举一名董事负责召集会议。董事会临时会议
在保障董事充分表达意见的前提下，亦可以用传真方式进行并作出决议，并由参会
董事签字。董事会会议应当由二分之一以上的董事出席方可举行。每一董事享有一
票表决权。董事会作出决议，必须经全体董事的过半数通过。董事会会议应当由董
事本人出席，董事因故不能出席的，可以书面委托其他董事代为出席。董事会决议
表决方式为举手表决。每名董事有一票表决权。董事会会议应当有记录，出席会议
的董事和记录人，应当在会议记录上签名。出席会议的董事有权要求在记录上对其
在会议上的发言作出说明性记载。董事会会议记录作为公司档案由董事会秘书保
存，保存期 １５ 年。董事应当在董事会决议上签字并对董事会的决议承担责任。董
事会决议违反法律、法规或者本章程，致使公司遭受损失的，参与决议的董事对公
司负赔偿责任。但经证明在表决时曾表明异议并记载于会议记录的，该董事可以免
除责任。
此外，公司建立了独立董事制度（详见本章一、本公司设立独立董事的情况）。

四、关于监事会
根据本公司章程规定，公司设置监事会。监事会由 ７ 名监事组成，设监事会召
集人 １ 名。公司监事会 ７ 名成员中，３ 名为员工监事，２ 名为控股股东以外的其他
股东推荐并通过法定程序任监事，１ 名为控股股东推荐并通过法定程序任监事；监
事会构成能保证其对本公司经营活动、董事和总经理履行职务行为进行有效的监
督。
根据本公司章程规定，监事会的议事规则如下：
监事会每年至少召开两次会议。一般情况下，每季度召开一次监事会例会。例
会于每季度终结后一月内举行。特殊情况下，经监事会召集人决定或经两名以上监
事提议，例会可提前或推迟召开。
会议由监事会召集人或召集人指定的监事主持。会议议题应于开会十日前书面
通知各位监事。会议通知内容包括：举行会议的日期、地点、事由及议题，发出通
知的日期。
出席监事会例会的监事不得少于全体监事的三分之二，到会监事人员比例不足
三分之二时，可由监事会召集人另行确定会议时间，监事会会议应当由监事本人出
席，监事因故不能出席的，可以书面委托其他监事代为出席；委托书应载明代表人
的姓名、代理事由、权限和有效期，并由委托人签名或盖章；代为出席会议的监事
应当在授权的范围内行使监事的权利；监事未出席监事会会议，亦未委托代表出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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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视为放弃在该次会议上的投票权；监事会决议由出席会议的监事以投票方式表
决，每一监事享有一票表决权，监事会的议事规则遵从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监事
应当在监事会决议上签字；监事会会议应有记录，出席会议的监事和记录人，应当
在会议记录上签名，监事有权要求在记录上对其在会议上的发言作出某种说明性记
载，监事会会议记录作为公司档案由董事会秘书按照公司档案制度的有关规定予以
保存，保存期限为 １５ 年。
监事会提交股东大会的报告及监事会决议，须经三分之二以上的监事同意，监
事会主席签字后方可生效。当出现《公司法》和公司章程规定的事项发生时，监事
会有权建议、督促董事会召开临时股东大会。在业务监督和会计审查必须时，可以
公司名义聘请律师、会计师、审计师，所需费用由公司承担。必要时，代表公司与
董事进行交涉或对董事提起起诉。根据《公司章程》，如需公司执行业务的董事或
经理等管理人员对有关业务情况作出解释时，有权对他们进行质询。对正在进行中
的严重违背《公司章程》，损害公司利益的行为有权作出临时制止的决定。可以向
董事会或总经理、副总经理提出有关改进管理、提高经济效益及产品开发、投资方
向、市场开拓等方面的建议。

五、重大生产经营、重大投资、重要财务决策程序和规则
股东大会是公司的最高权力机构，决定公司的经营方针和投资计划；审议批准
公司的年度财务预算方案、决算方案。公司制定了重大生产经营、重大投资、重要
财务决策程序和规则。
１、重大生产经营决策规程
本公司对重大生产经营决策采取审慎态度，重大生产经营决策均按规范化、科
学化、制度化原则制定。由公司总经理牵头会同其他相关职能部门提出生产经营活
动的调整计划，并经过市场调研或专家论证，形成书面意见，提交总经理办公会审
议，审议通过后提交董事会审议，重大事项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２、重大投资决策程序和规则
公司章程规定了重大投资（包括对外投资参股、控股）决策的权限：
董事会运用公司资产或资金进行投资的权限为：投资金额占公司最近一次经审
计的净资产值的 ２５％以下的对外投资项目；审批资产处置（包括资产收购、资产出
售与资产置换）金额占公司最近一次经审计的净资产值的 ２５％以下的资产处置项目；
审批担保金额占公司最近一次经审计的净资产值的 ２５％以下的对外担保项目。
公司对外投资、资产处置与对外担保的金额超过以上规定的项目均应当组织有
关专家、专业人员进行评审，并报股东大会批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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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重要财务决策规程
本公司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会计法》，结合本公司实际情况，制定了重要财
务决策规程并贯彻执行。
（１）本公司重要财务决策是指：公司年度投资计划、公司年度资金筹措计划、
公司年度财务预算和决算方案、公司年度财务利润分配方案及弥补亏损方案；
（２）本公司重要财务决策程序：
１）公司的年度投资计划由总经理办公会提出议案提交董事会审议通过后提交
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２）公司的年度资金筹措计划由公司财务部提出计划报总经理办公会审议通过
后提交董事会审议批准；若涉及公司通过发行债券或其他证券及上市来筹措资金
的，由公司董事会制定方案提交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３）公司年度财务预算和决算方案、公司年度财务利润分配方案及弥补亏损方
案由公司财务部提出方案，经总经理办公会、董事会审议通过后报股东大会审议批
准。
近三年，本公司遵守《公司法》及前述《公司章程》、股东大会议事规则、董
事会议事规则、总经理工作条例和重大生产经营、投资、财务决策程序和规则规范
运作。公司的重大决策均按程序规范制定；公司全部经营活动中的各项业务，均建
立了规范的管理制度，使公司的各项业务有章可循，沿着健康有序的运营轨道持续
高效发展。
本公司全体董事认为，公司建立了符合上市要求的公司治理结构和规范的决策
制度，并得到有效实施；公司全部经营活动中的各项业务，均建立了规范的管理制
度，公司的各项业务有章可循；公司运作规范。

六、高级管理人员的选择、考评、激励和约束机制
公司基于业务拓展和长远发展的需要，建立了高级管理人员的选择、考评、激
励和约束机制。
选择机制：根据公司发展需要，按照公司章程规定，遵循“德、能、智、体”
的原则，从公司内部推荐和向社会公开招聘，由董事会决定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聘
任（副总经理由总经理提名）。
考评机制：由董事会按年度从“德、劳、勤、绩”几方面对公司高级管理人员
的业绩和履职情况进行考评（副总经理先经总经理考评），并根据考评结果决定本
年度报酬奖惩及下一年度的年薪定级、岗位安排直至聘用与否。
激励机制：本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实行年薪制，除正常的工资福利待遇外，把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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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管理人员的知识更新、深造和再教育作为激励机制的重要组成部分，并将长期激
励和短期激励有机结合，增强企业的凝聚力。
约束机制：建立干部能上能下的用人机制，对造成工作失误或不称职的高级管
理人员，可视情况给予扣薪、停职、直至开除处理。一旦离开高级管理人员的岗位，
将随即失去高级管理人员激励机制下的各种待遇。

七、核心管理层的变动情况
单银木先生自公司设立至今一直担任本公司董事长未发生变动，２００１ 年 ９ 月前，
单银木先生同时担任本公司总经理。根据本公司董事长单银木先生提议，２００１ 年 ９
月 １７ 日临时董事会决议，聘任张振勇先生担任本公司总经理至今，在同次会议上，
经公司总经理提名，聘任寿林平为公司财务负责人至今。
２００３ 年 ３ 月，经公司董事会批准，副总经理杨庆忠先生因为个人原因辞去了公
司副总理职务；２００３ 年 ５ 月，经公司董事会批准，副总经理周金法先生因工作另有
安排辞去公司副总经理职务。经总经理提名，公司董事会聘任陆拥军先生为公司副
总理。
近三年来，公司核心管理层稳定。
为了使本公司的董事会结构更为合理， ２００１ 年 １１ 月 ２５ 日本公司 ２００１ 年第二
次临时股东大会对公司章程作了相应修改，在董事会成员中设立了 ３ 名独立董事，
并选举产生了安浩峰、周滨、周似荣 ３ 名独立董事。

八、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诚信义务的限制性规定
本公司章程规定，董事、监事、总经理和其他高级管理人员。应当遵守法律、
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忠实履行职责、维护公司利益，当其自身的利益与公司和
股东的利益相冲突时，应当以公司和股东最大利益为行为准则，并保证：
在其职责范围内行使权利，不得越权；除经公司章程规定或者股东大会在知情
的情况下批准，不得同本公司订立合同或者进行交易；不得利用内幕信息为自已或
他人谋取利益；不得自营或者为他人经营与公司同类的营业或者从事损害本公司利
益的活动；不得利用职权收受贿赂或者其他非法收入，不得侵占公司的财产；不得
挪用资金或者将公司资金借贷给他人；不得利用职务便利为自已或者他人侵占或者
接受本应属于公司的商业机会；未经股东大会在知情的情况下批准，不得接受与公
司交易有关的佣金；不得将公司资产以其个人名义或者以其他个人名义开立账户储
存；不得以公司资产为本公司的股东或者其他个人债务提供担保；未经股东大会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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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情的情况下同意，不得泄漏在任职期间所获得的涉及本公司的机密信息。
本公司章程规定，本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应当谨慎、认真、勤勉地
行使公司所赋予的权利，以保证：公司的商业行为符合国家的法律、行政法规以及
国家各项经济政策的要求，商业活动不超越营业执照规定的业务范围；公平对待所
有股东；认真阅读公司的各项商务、财务报告，及时了解公司业务经营管理状况；
亲自行使被合法赋予的公司管理处置权，不得受他人操纵；非经法律、行政法规允
许或者得到股东大会在知情的情况下批准，不得将其处置权转授他人行使；接受监
事会对其履行职责的合法监督和合理建议。
未经董事会的合法授权，任何董事不得以个人名义代表公司或者董事会行事。
董事以其个人名义行事时，在第三方会合理地认为该董事在代表公司或者董事会行
事的情况下，该董事应当事先声明其立场和身份。
董事个人或者其所任职的其他企业直接或者间接与公司已有的或者计划中的
合同、交易、安排有关联关系时（聘任合同除外），不论有关事项在一般情况下是
否需要董事会批准同意，均应当尽快向董事会披露其关联关系的性质和程度。除非
有关联关系的董事按照本条前款的要求向董事会作了披露，并且董事会在不将其计
入法定人数，该董事亦未参加表决的会议上批准了该事项，公司有权撤销该合同、
交易或者安排，但在对方是善意第三人的情况下除外。董事会在表决与董事个人或
者其所任职的其他企业的关联事项时，该董事应当回避。
如果公司董事在公司首次考虑订立有关合同、交易、安排前以书面形式通知董
事会，声明由于通知所列的内容，公司日后达成的合同、交易、安排与其有利益关
系，则在通知阐明的范围内，有关董事视为做了本章前条所规定的披露。
董事连续二次未能亲自出席，也不委托其他董事出席董事会会议，视为不能履
行职责，董事会应当建议股东大会予以撤换。
董事提出辞职或者任期届满，其对公司和股东负有的义务在其辞职报告尚未生
效或者生效后的合理期间内，以及任期结束后的合理期间内并不当然解除，其对公
司商业秘密保密的义务在其任职结束后仍然有效，直至该秘密成为公开信息。其他
义务的持续期间应当根据公平的原则决定，视事件发生与离任之间时间的长短，以
及与公司的关系在何种情况下和条件结束而定。
任职尚未结束的董事，对因其擅自离职使公司造成的损失，应当承担赔偿责任。
公司不以任何形式为董事纳税。
公司有关董事义务的规定，适用于公司监事、总经理和其他高级管理人员。
本公司董事长单银木、董事潘金水、董事戴瑞芳、监事陈辉、监事许荣根根据
《公司法》的规定，自股份公司成立三年内不能转让所持股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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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发行人对内部控制制度的评价
１、公司主要内控制度
（１）公司董事会议事规则。按照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要求，为明确公司董事
会的职责权限，规范董事会内部机构及运作程序，充分发挥董事会的经营决策机构
作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及其他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制定
了公司董事会议事规则。公司董事会议事规则共三十六条，对公司董事会的性质和
职权、董事会的产生和董事的资格、董事的权利和义务、董事长的产生和任职资格、
董事长的职权、董事会组织机构、董事会工作程序等作了明确的规定，保证了公司
董事会的规范运作。
（２）公司总经理工作细则。为进一步规范公司管理，明确公司总经理、副总
经理和其他高级管理人员的职权和责任，提高工作效率，公司制定了总经理工作细
则。公司总经理工作细则共二十四条，对公司总经理等高级管理人员的职责分工、
权利和义务、管理权限、工作程序等作了明确的规定，保证公司高级管理人员依法
行使公司职权，保障股东权益、公司利益和职工的合法权益不受侵犯。
（３）公司的财务管理制度。为了规范企业的财务管理，加强财务监督，提高
企业经济效益，根据财政部颁布的《企业会计制度》，结合公司具体情况制订财务
管理制度。其内容规范了本公司的会计核算和财务管理，真实完整地提供公司的会
计信息，保证了定期报告中财务数据的真实可靠。公司为控制财务收支、加强内部
管理的需要，建立了切合实际的财务控制制度，并对传统的账务处理进行了改进，
凭借计算机系统来处理公司财务资料，使财务数据更规范、更快捷。
（４）公司的投资管理办法。为规范公司的投资管理行为，提高投资回报，追
求投资的最大收益，制定投资管理办法，对公司固定资产的购置、转让、调拨、报
废等投资和资产异动行为；固定资产的新建、改造、维修、装修等投资行为；项目
开发及对外合资、合作等投资行为等进行管理。
（５）公司的劳动人事管理制度。根据《劳动法》及有关法律法规，根据企业
发展需要，公司实行了全员劳动合同制；通过公开招聘的办法引进企业所需人才；
认真实施减员分流方案为企业增效；在分配体制上，公司主要采用岗位技能工资为
主要形式并与企业效益挂钩的内部分配制度。按照国家规定，为职工个人建立了保
障基金，交纳了社会统筹养老保险金和失业保险金。
（６）公司的内部审计制度。根据《审计法》和《审计署关于内部审计工作规
定》，结合公司具体情况制定了内部审计制度，采取定期和不定期的方式依法对会
计账目及相关资产进行核查，加强内部管理和监督，促进廉政建设，以维护本公司
的合法权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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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公司的安全管理制度。安全生产是关系到国家和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的大事，尤其是钢结构行业，做好安全工作是全体工作的重中之重。为进一步贯彻
“安全第一、预防为主、全员动手、综合治理”的安全生产方针，落实各组、各岗
位安全生产“一岗一责制”，层层签订“安全责任书”个人签订“安全承诺书”
，实
行各司领导干部安全联系承包点，坚持班组站周查，库分公司月查，公司季查的安
全检查制度，实行隐患治理工作制度，强化现场管理工作，推行安全、健康、环境
管理体系。
２、控制系统
内部审计：为确保公司财产安全、保证公司利益不受侵犯，公司专门成立了审
计部，负责对公司单独核算部门进行合规审计，实施过程控制，适时开展专项审计、
离任审计、工程项目审计同时对公司分支机构、下属子公司的财务收支审计等工作。
３、控制程序
公司为了保证目标的实现而建立的政策和程序，在经营管理中起到至关重要的
作用，公司在交易授权审批、职责划分、凭证与记录控制、资产接触与记录使用及
独立稽核方面作出了很大努力。
（１）交易授权
公司在交易授权上区分交易的不同性质采用了不同的授权审批方式。
１） 一般授权：公司制订的各项制度都汇编成册，并明确了各个环节的授权，
费用开支方面，以财务管理制度为基础，制订了费用核销程序。
２）特别授权：根据《公司法》、《公司章程》以及相关法律规定，对于公司重
大投资活动等，以及由此产生的重大决定须由董事会审议，报股东大会批准。
（２）职责划分
公司在经营管理中，为防止错误或舞弊的发生，建立了岗位责任制度和内部牵
制制度，通过权力、职责的划分，制定了各组成部分及其成员岗位责任制，以防止
出现差错及舞弊行为的发生。
（３）凭证与记录控制
公司对外来原始凭证和自制原始凭证均进行严格审核，因采用会计电算化，所
以在财务人员中用各自密码，以区分各工作人员责任，保证了财务规章制度的有效
执行及会计凭证和会计记录的准确性、可靠性。
（４）资产交付使用与记录
公司建立了定期财产清查制度。公司对各个子公司的总资产、总负债均定期进
行清查。并且在公司及其所属的各独立核算单位都设置专职固定资产会计岗位，从
购建的审批权限到入账、维护、盘点、报废清理等全过程实施记录、汇总、上报等
监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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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全体董事（包括独立董事）认为，公司内部控制制度符合我国有关法规
和证券监管部门的要求，具有合理性、合法性和有效性。公司已经建立了健全、合
理的内部控制制度，也已顺利得以贯彻、执行。随着公司业务进一步发展，公司将
定期或根据需要进一步完善和补充，使内控制度真正发挥作用。
北京中天华正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及经办的注册会计师经审核后认为：公司
的内部控制制度从总体上是完整、有效、合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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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
第一节

财务会计信息
主要财务资料

一、会计报表编制基础及注册会计师意见
（一）会计报表编制的基础
本公司 ２００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２００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２００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及 ２００３
年 ６ 月 ３０ 日的母公司及合并资产负债表；２０００ 年度、２００１ 年度、２００２ 年度、２００３
年 １－６ 月的母公司及合并利润表、合并利润分配表；２００２ 年度、２００３ 年 １－６ 月的
母公司及合并现金流量表均是按《企业会计准则》、《企业会计制度》编制。
（二）会计制度
本公司整体变更为股份公司前即 ２０００ 年 １ 月 １ 日至 ２０００ 年 １２ 月 ２８ 日执行《施
工企业会计制度》，变更后即 ２０００ 年 １２ 月 ２９ 日至 ２００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执行《股份
有限公司会计制度》及其相关规定，２００１ 年 １ 月 １ 日起执行《企业会计制度》及其
相关规定。为了使本会计报表所列示的三个年度又一期的会计政策一致，对 ２０００
年、２００１ 年、２００２ 年及 ２００３ 年 １ 至 ６ 月的会计报表依据《企业会计制度》及其他
相关规定，对公司原实际未采用的会计政策采用追溯法进行相应的调整。
（三）注册会计师的审计意见
本公司已聘请北京中天华正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对本公司及纳入合并报表
范围的下属子公司 ２００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２００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２００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及
２００３ 年 ６ 月 ３０ 日的合并资产负债表及资产负债表；２０００ 年度、２００１ 年度、２００２
年度、２００３ 年 １－６ 月的合并利润表、合并利润分配表及利润表、利润分配表；２００２
年度、２００３ 年 １－６ 月的合并现金流量表及现金流量表进行了审计。北京中天华正会
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出具了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中天华正（京）审[2003]
088 号）。
以下引用的财务数据，非经特别说明，引自经北京中天华正会计师事务所有限
公司（中天华正（京）审[2003]088 号）审计报告审计的财务报表及附注或根据其
中的数据计算所得。
投资者在在阅读本章时，除关注本章所披露的财务信息外，还应关注财务报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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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注中的期后事项、重大关联交易、或有事项及其他重要事项。

二、合并会计报表范围及变化情况
（一）合并范围的确立原则
本公司对其他单位投资占该单位有表决权资本总额 ５０％以上（不含 ５０％），或虽
不足 ５０％，但具有实际控制权的，则将其列入合并会计报表范围。公司 ２０００ 年、２００１
年、２００２ 年、２００３ 年 １－６ 月合并会计报表范围列示如下：
年度

合并范围

２０００年

公司、机械结构、安徽杭萧

２００１年

公司、机械结构、安徽杭萧、芜湖杭萧

２００２年

公司、机械结构、安徽杭萧、芜湖杭萧、山东杭萧、河南杭萧、青岛杭萧、
洛阳杭萧、杭州金剑

２００３
年 １－６ 月

公司、机械结构、安徽杭萧、芜湖杭萧、山东杭萧、河南杭萧、青岛杭萧、
洛阳杭萧、杭州金剑、江西杭萧

１、本公司于 ２０００ 年 １１ 月收购杭州杭萧机械结构发展有限公司，故该公司于
２０００ 年 １２ 月起纳入合并范围。审计后 ２０００ 年度杭州杭萧机械结构发展有限公司净
利为 ５８．６４ 万元，其中 ２０００ 年 １－１１ 月净利 ３１８．６６ 万元，２０００ 年 １２ 月净利－２６０．０２
万元。公司于 ２０００ 年 １１ 月购入杭州杭萧机械结构发展有限公司股权时以购入价格
１００ 万元计入长期股权投资；初始投资成本与应享有被投资单位所有者权益份额的
差额作为股权投资差额从投资日起分十年摊销；投资日后公司于 ２０００ 年 １２ 月起对
杭州杭萧机械结构发展有限公司按权益法核算并合并报表，在权益法核算时将杭州
杭萧机械结构发展有限公司 １２ 月的损益计入投资收益，２０００ 年公司确认对机械结
构的投资收益－２１６．６８ 万元。公司认为以上会计处理方式符合《企业会计制度》及
相关规定。
２、安徽杭萧钢结构有限公司 １９９９ 年末尚处于建设期，且根据财政部财会工字
（１９９６）２ 号文的有关规定，１９９９ 年未将其纳入合并范围，于 ２０００ 年起纳入合并
范围。
３、芜湖杭萧机械结构有限公司 ２０００ 年末尚处于建设期，且根据财政部财会工
字（１９９６）２ 号文的有关规定，２０００ 年未将其纳入合并范围，于 ２００１ 年起纳入合
并范围。
４、山东杭萧钢构有限公司和河南杭萧钢构有限公司 ２００１ 年尚处于建设期，根
据财政部财会工字［１９９６］第 ２ 号《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关于合并会计报表范围请
示的复函》的有关规定 ２００１ 年未将其纳入合并范围，于 ２００２ 年起纳入合并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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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杭州金剑钢结构检测有限公司于 ２００２ 年 １１ 月起纳入合并范围，江西杭萧
通力钢构有限公司于 ２００３ 年 ６ 月纳入合并范围。

（二）合并采用的会计方法
当子公司所采用的会计政策与股份公司不一致时，合并时已按股份公司的会计
政策对子公司会计报表进行了必要的调整。子公司在收购日后的经营已适当包括在
合并利润表中。合并报表范围内各公司间的重大交易、资金往来等均已在合并时抵
销。少数股东所占的权益和损益，作为单独项目列示于合并会计报表内。
（三）纳入合并范围的子公司情况简介
公司名称

业务性质

控股比例

合并期间

杭州杭萧机械结
构发展有限公司

生产加工
企业

８３．３３％

２０００ 年
１２ 月起
合并

１２０ 万元

安徽杭萧钢结
构有限公司

建筑安装
企业

建筑钢结构工程
２１０．８０ 万
１３１２．５０ 万
承包安装，钢结构
美元
元
配件加工

７５％

２０００ 年
起合并

芜湖杭萧机械
结构有限公司

生产加工
企业

１００ 万元

９５ 万元

９５％

２００１ 年
起合并

建筑安装
企业

建筑钢结构工程的
制作安装，建筑钢结
１０００ 万元
９００ 万元
构配件制作安装、非
标钢结构件

９０％

２００２ 年
起合并

青岛杭萧机械
结构有限公司

生产加工
企业

建筑钢结构工程的
制作，建筑钢结构配
１００ 万元
９０ 万元
件制作，非标准钢结
构件

９０％

２００２ 年
起合并

河南杭萧钢构
有限公司

建筑安装
企业

１０００ 万元

钢结构工程的制作
安装，地基与基础

８００ 万元

８０％

２００２ 年
起合并

洛阳杭萧机械
结构有限公司

生产加工
企业

１００ 万元

金属结构件、建筑
钢结构配件的加工

８０ 万元

８０％

２００２ 年
起合并

１５ 万元

金 属 材 料 力 学性
能、化学元素分析、 １３．５０ 万
元
检测；金属材料和
焊缝的无损检测

９０％

２００２ 年
起合并

山东杭萧钢构
有限公司

杭州金剑钢结
构检测有限公
司

金属材料
检测

注册资本

经营范围
金属结构制造

钢结构及配件的
加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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钢构件工程的设
２０００ 万元 计、制作、安装及
其他配套工程

１０２０ 万
元

２００３ 年 ６
月起合并

５１％

三、本公司报告期内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发生的变化
１、由于公司执行了较严格的信用政策，且历年来坏账损失较少，故董事会根据
企业自身的实际经营情况，制订了稳健的坏账准备会计政策。
在２００１年７月２０日召开的一届四次董事会上，公司对坏账准备的计提比例进行了
重新讨论：考虑到公司由于业务规模不断扩大，子公司增多，应收账款的金额增大，
因此应收账款的回收风险增大。为使公司的坏账准备会计政策更加稳健，董事会决
定对坏账准备的计提比例进行调整。具体调整情况如下：
账 龄

原计提比例

调整后计提比例

１年以内

１％

３％

１— ２年

５％

８％

２— ３年

１５％

３０％

３— ４年

３０％

５０％

４— ５年

３０％

８０％

５年以上

３０％

１００％

该等会计估计变更，对２００１年的影响数为减少利润１，６６６，４０４．７６元。
２、公司根据《企业会计制度》及财政部财会字［２００１］１７号“贯彻实施企业会计
制度有关政策衔接问题的规定”，从２００１年１月１日起对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在建工
程和委托贷款计提减值准备。但由于该等计提影响金额较小，未进行追溯调整。固
定资产减值准备对利润的影响金额为减少２００１年度利润４４５，０７１．８１元。
３、公司变更为股份公司后，由于执行《股份公司会计制度》而会计政策变更的
影响。
公司变更为股份公司后，按《股份公司会计制度》计提“四项准备”
，该等变更
属于会计政策变更，故对其进行追溯调整。对公司各年度的经营业绩影响为：调减
１９９９年年初留存收益１，７２８，２３４．０９元，调增１９９９年利润２９９，２０５．１８元，调增２０００年
利润２４５，５７９．０９元，累计调减利润１，１８３，４４９．８２元。
４、公司于２００３年１月１２日召开了一届九次董事会，公司董事对公司执行的坏账
准备政策进行了再次讨论，从公司目前应收款项的管理制度及历史坏账的实际损失
来看，公司目前的坏账准备会计政策是稳健的，但考虑到同类上市公司综合坏账准
备计提比例平均在６％左右，故董事会作出决议，从２００２年起对公司的坏账准备计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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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例进行调整，调整前后比例列示如下：
账 龄

原计提比例

调整后计提比例

１年以内

３％

５％

１— ２年

８％

１５％

２— ３年

３０％

３０％

３— ４年

５０％

５０％

４— ５年

８０％

８０％

５年以上

１００％

１００％

该等会计估计变更，对２００２年的影响数为减少利润３，３２１，７８４．５９。

四、简要会计报表
本公司的简要合并会计报表反映了公司的基本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
情况，故在本节中仅披露了本公司的简要合并会计报表。若需详细了解本公司的财
务状况、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情况，请阅读本招股说明书附录一。
单位：元

1、简要合并资产负债表
资

产

２００３ 年 ６ 月 ３０ 日 ２００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０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０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流动资产：
货币资金

６６，４８９，９６８．６８

１７，３２３，８６３．２８

３３，３０７，７９６．４０

应收票据

２，４３２，０００．００

２，４１８，２００．００

４００，０００．００

应收利息
应收帐款

２２，０７５，８７１．５７

１１，８１６．４５
１５５，６３１，１１８．８０

１１０，１１４，２８７．９１

６５，１２４，５２７．５２

５２，９７７，６６７．３９

其他应收款

１４，７６６，６３７．１０

２０，９７３，２８５．６１

９，２１３，０７３．０１

３０，１５９，６６５．７６

预付帐款

２２，８２６，２２３．７３

２４，９０３，２８７．３７

１０，１６５，２１７．９７

１９，７０５，４７２．９８

货

１５５，２５５，０３４．０９

１１３，６２５，９８６．０６

４０，１１５，７８８．７２

３１，４４８，３８８．７７

待摊费用

３２７，１９８．５０

５０８，８２９．０５

７３１，４６０．４３

５５０，８０５．９８

４１７，７２８，１８０．９０

２８９，８６７，７３９．２８

１５９，０６９，６８０．５０

１５６，９１７，８７２．４５

长期股权投资

－３，３００，２００．０９

－３，３９５，６６３．０８

１３，１７８，９３３．９２

－３，２６８，５７９．８４

长期投资合计

－３，３００，２００．０９

－３，３９５，６６３．０８

１３，１７８，９３３．９２

－３，２６８，５７９．８４

固定资产原值

３９７，３００，１３７．９１

３４１，３５９，９９４．５８

１０６，０２６，５４１．５７

１０６，６８８，４２１．６０

减：累计折旧

４５，８５８，２３１．１２

３３，９３７，９３８．５３

２２，３６４，３３３．２２

１８，０６５，８４５．１４

固定资产净值

３５１，４４１，９０６．７９

３０７，４２２，０５６．０５

８３，６６２，２０８．３５

８８，６２２，５７６．４６

６２０，２０１．８３

６２０，２０１．８３

４４５，０７１．８１

３５０，８２１，７０４．９６

３０６，８０１，８５４．２２

８３，２１７，１３６．５４

存

流动资产合计
长期投资：

固定资产：

减：固定资产减值准备
固定资产净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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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物资

１２，０２９，３４７．４５

４，６８４，４９０．６３

１４，１１０，１２０．００

在建工程

２７，２７６，９６４．３８

３，０３２，１８８．１８

１８，１１３，０９４．７１

４，０７７，７０８．６１

３９０，１２８，０１６．７９

３１４，５１８，５３３．０３

１１５，４４０，３５１．２５

９２，７００，２８５．０７

２１，７３０，４５６．４９

１０，５０１，５９７．１６

２，３３３，９４６．１０

２，２１４，９５１．４５

２，３７０，３２０．０３

８５２，７９５．９４

１８８，３５２．２１

２７６，４１４．０６

２４，１００，７７６．５２

１１，３５４，３９３．１０

２，５２２，２９８．３１

２，４９１，３６５．５１

８２８，６５６，７７４．１２

６１２，３４５，００２．３３

２９０，２１１，２６３．９８

２４８，８４０，９４３．１９

短期借款

１８４，１５０，０００．００

１５２，７５０，０００．００

８４，６５０，０００．００

９３，９５０，０００．００

应付票据

１１４，８６８，６６９．１７

７０，１９３，３６８．９０

１７，８１６，９１３．７８

１３，１００，０００．００

应付帐款

１４５，７２３，１４７．５０

１００，２１４，５３４．９７

２３，３８４，５０４．３４

２９，８８８，５０１．５６

预收帐款

７８，５４７，６６０．１３

５３，０８８，７４３．０１

２７，５８７，４７６．１１

２４，７７２，６１７．１０

应付工资

１，２５５，５３６．４８

１，０５６，４７７．１０

７６７，１８８．０３

１，３２７，９１０．７３

７８２，０７０．３０

４７５，６７３．２２

１，０５３，６９１．２４

２，２３２，０１２．２５

固定资产合计
无形资产及其他资产：
无形资产
长期待摊费用
无形资产及其他资产合计
资

产

总

计

流动负债：

应付福利费
应付股利

１，３００，０００．００

应交税金

５，０８９，９７３．１１

８，２７９，５８２．６２

５，４１４，３５８．９４

７，７０８，１２１．５２

其他应交款

１，５４２，９３９．５５

１，８４５，０１８．６５

１，４５６，７３４．８５

２，１４７，３２８．２０

其他应付款

１７，３６３，７１９．１０

１４，０７２，９８５．８９

３，４８５，０２６．６３

３，５２４，１３８．５２

预提费用

３０，９７９，６９２．５５

２７，９６８，６７７．０５

２０，１５７，７３４．８９

１９，４６０，６２３．９１

５８０，３０３，４０７．８９

４２９，９４５，０６１．４１

１８７，０７３，６２８．８１

１９８，１１１，２５３．７９

８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

６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

３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

６８１，４１０．００

６８１，４１０．００

６８１，４１０．００

６８１，４１０．００

８０，６８１，４１０．００

６０，６８１，４１０．００

３０，６８１，４１０．００

６８１，４１０．００

６６０，９８４，８１７．８９

４９０，６２６，４７１．４１

２１７，７５５，０３８．８１

１９８，７９２，６６３．７９

２８，４４１，６３９．９６

１５，１８９，４７２．１０

７，８９４，２５４．１８

９０２，７５４．０２

５２，３６６，８２３．００

５２，３６６，８２３．００

５２，３６６，８２３．００

５２，３６６，８２３．００

股本净额

５２，３６６，８２３．００

５２，３６６，８２３．００

５２，３６６，８２３．００

５２，３６６，８２３．００

资本公积

２７８，６４７．２３

１１，３４７．２３

１１，３４７．２３

０．０５

盈余公积

１７，０５５，７２４．５４

１７，０５５，７２４．５４

４，８７１，３９０．４０

２，４０９．７６

８，５２７，８６２．２７

８，５２７，８６２．２７

２，４３５，６９５．２０

１，２０４．８８

７０，０４４，１４８．１８

３７，０９５，１６４．０５

７，３１２，４１０．３６

－３，２２３，７０７．４３

－５１５，０２６．６８

－

－

－

股东权益合计

１３９，２３０，３１６．２７

１０６，５２９，０５８．８２

６４，５６１，９７０．９９

４９，１４５，５２５．３８

负债和股东权益合计

８２８，６５６，７７４．１２

６１２，３４５，００２．３３

２９０，２１１，２６３．９８

２４８，８４０，９４３．１９

流动负债合计
长期负债：
长期借款
长期应付款
长期负债合计
负

债

合

计

少数股东权益
股东权益：
股

本

其中：法定公益金
未分配利润
未确认投资损失

单位：元

2、简要合并利润表及合并利润分配表
项

目

２ ０ ０ ３ 年 1-6 月

２００２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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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主营业务收入
减：主营业务成本
主营业务税金及附加

６０７，１０５，７１０．１８

６３６，３８０，８７５．９１ ３０９，５９１，７２８．３０ １２４，４９９，２９２．２９

５１４，７６０，６０８．６７

５０２，２６０，７５１．７５ ２３４，７８５，２５７．０３

８５，８１６，９１１．９１

１２，０３０，２８７．８５

１８，６９１，６６５．６９

８，２７２，０７２．３８

５，２７４，６６５．８８

８０，３１４，８１３．６６

１１５，４２８，４５８．４７

６６，５３４，３９８．８９

３３，４０７，７１４．５０

－６７，３６７．５４

１，２０２，１７３．８５

３６０，７８７．４７

３５，６７１．３５

减：营业费用

９，７２４，９９５．３１

１３，９２７，４８２．００

７，９３０，６３６．０２

３，３０３，０２４．０８

管理费用

２３，８５４，９６５．２１

３６，６１２，４８２．７４

２２，９７８，６６８．１８

１３，４０１，５４４．８８

财务费用

８，０２４，５９６．４０

１２，４０３，５８７．９９

８，７２７，９４９．４５

６，１７１，７１７．７８

３８，６４２，８８９．２０

５３，６８７，０７９．５９

２７，２５７，９３２．７１

１０，５６７，０９９．１１

２１４，０９５．９７

４２５，４０３．００

４２５，４０３．０１

３５，４５０．２５

营业外收入

２１５，５７４．８９

１６０，８８３．７６

１，９０２，６８６．６１

８６．０５

减：营业外支出

７６６，５５２．４５

１，６７９，２６９．５５

５，７８７，４３４．５３

１３７，９５１．１６

３８，３０６，００７．６１

５２，５９４，０９６．８０

２３，７９８，５８７．８０

１０，４６４，６８４．２５

３，５２５，７９６．０１

２，４３０，２１７．９２

３，５９２，０５７．９５

－１，０６０，１８１．１０

－５１５，０２６．６８

－

－

－

２，３４６，２５４．１５

６，１９６，７９１．０５

３，５０１，４３１．４２

９９，１７２．８０

３２，９４８，９８４．１３

４３，９６７，０８７．８３

１６，７０５，０９８．４３

１１，４２５，６９２．５５

３７，０９５，１６４．０５

７，３１２，４１０．３６

７０，０４４，１４８．１８

５１，２７９，４９８．１９

１３，４８１，３９１．００

２３，４６５，３４８．４５

６，０９２，１６７．０７

２，４３４，４９０．３２

１，２０４．８８

６，０９２，１６７．０７

２，４３４，４９０．３２

１，２０４．８８

３９，０９５，１６４．０５

８，６１２，４１０．３６

２３，４６２，９３８．６９

２，０００，０００．００

１，３００，０００．００

二、主营业务利润
加：其他业务利润

三、营业利润
加：投资收益

四、利润总额
减：少数股东收益
未确认投资损失
所得税
五、净利润
加：年初未分配利润
六、可供分配利润
减：提取法定盈余公积
提取法定公益金
七、可供股东分配的利润

７０，０４４，１４８．１８

应付普通股股利

－３，２２３，７０７．４３ １２，０３９，６５５．９０

２６，６８６，６４６．１２

转股本的普通股股利
八、未分配利润

７０，０４４，１４８．１８

３７，０９５，１６４．０５

目

－３，２２３，７０７．４３

单位：元

3、简要合并现金流量表
项

７，３１２，４１０．３６

2003 年 1-6 月

2002 年

一、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销售商品、提供劳务收到的现金

４０５，２０１，６９６．４７

５５７，７３７，５４４．８０

１５３，７３６．９８

４８６，７５４．８７

３０，２１１，７４２．４１

４，２８２，７５９．５０

现金流入小计

４３５，５６７，１７５．８６

５６２，５０７，０５９．１７

购买商品、接受劳务支付的现金

２７５，８５９，５５７．４７

３８９，８６１，２７９．８２

支付给职工以及为职工支付的现金

３２，８８４，６８５．４９

３２，０９５，１９８．５６

支付的各项税费

２１，９１５，１１４．２０

２５，７０１，５９８．０５

支付的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４４，２７７，４９３．３０

６９，０９２，７７２．３９

收到的税费返还
收到的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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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金流出小计

３７４，９３６，８５０．４６

５１６，７５０，８４８．８２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６０，６３０，３２５．４０

４５，７５６，２１０．３５

二、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取得投资收益所收到的现金

１，５００，０００．００

处置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所

５，０００．００

收回的现金净额

１８０，０００．００

收到的其他与投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２９７，０００．００

现金流入小计

５，０００．００

１，９７７，０００．００

６８，６１２，００９．３０

１５７，０１２，６６２．０８

６８，６１２，００９．３０

１５７，０１２，６６２．０８

－６８，６０７，００９．３０

－１５５，０３５，６６２．０８

９，８００，０００．００

１０，３１５，０００．００

２２７，８５０，０００．００

４５１，０００，０００．００

购建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所
支付的现金
现金流出小计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三、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吸收投资所收到的现金
借款所收到的现金
收到的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２１，７３７，０１９．８０

现金流入小计
偿还债务所支付的现金
分配股利、利润或偿付利息所支付的现金
现金流出小计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２５９，３８７，０１９．８０

４６１，３１５，０００．００

１９２，４５０，０００．００

３５２，９４３，４８２．５０

９，７９４，２３０．５０

１５，０７７，５９７．５３

２０２，２４４，２３０．５０

３６８，０２１，０８０．０３

５７，１４２，７８９．３０

９３，２９３，９１９．９７

四、 汇率变动对现金的影响

１，５９８．６４

五、 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

４９，１６６，１０５．４０

－１５，９８３，９３３．１２

五、经营业绩
（一）主营业务收入、利润总额
本公司在最近几年生产经营状况稳定增长，销售收入总额和利润总额呈现快速
增长趋势。公司利润增长的主要原因是建筑钢构结构工程增加，主营业务收入增长
迅速，从而带动公司主营业务利润快速增长。
１、主营业务收入构成及变动趋势
单位：人民币千元
项

目

２００３ 年 １－６ 月
金额

比例（％）

２００２ 年度
金额

比例（％）

２００１ 年度
金额

比例（％）

２０００ 年度
金额

比例（％）

轻钢结构

２９９，８８４ ４９．４０

４４４，３１７

７０

２１６，５３３

７０

１０６，７８０

８６

多层结构

２９４，６４０ ４８．５３

９５，９７６

１５

４１，１４３

１３

１７，７１９

１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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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２，５５３

２．０７

９６，０８４

１５

５１，９１６

１７

－

６０７，０７７

１００

６３６，３７６

１００

３０９，５９２

１００

１２４，４９９

０
１００

注：２０００ 年 １１ 月收购机械结构，自 ２０００ 年 １２ 月起，该公司的销售收入额并
入公司主营业务收入。
本公司的主营业务收入呈快速上升趋势，２０００ 年、２００１ 年、２００２ 年同比增长
率分别为 １２５．１３％和 １４８．６７％、１０５．５５％。从收入结构来看，本公司第一大收入来源
仍是轻钢结构。２００２ 年，轻钢结构销售收入所占比例为 ７０％，多层钢结构占到 １５％，
高层钢结构实现的收入比例占 １５％。在轻钢结构的销售收入快速增长的同时，公司
自主开发的高层建筑钢—砼组合结构成为公司主营业务新的增长点，２００２ 年，高层
钢结构共实现销售收入 ９，６０８．３８ 万元。２００３ 年上半年，公司实现主营业务收入
６０，７１０．５７ 万元，占 ２００２ 年全年的 ９５．３４％，公司主营业务收入仍然保持强劲的发
展势态。
２００２ 年的销售金额及所占比例显示：公司主营业务收入 ２００２ 年比 ２００１ 年增加
了 ３２，６７８．９１ 万元，增幅为 １０５．５５％，其主要原因是：
（１）股份公司及杭州机械结构主营业务收入增长了 １８，３９０．３９ 万元，其中高层
钢结构收入为 ９，６０８．３８ 万元，比上年增加了 ４，４１６．８２ 万元。
（２）安徽杭萧及芜湖杭萧分别比上年增长了 ４，５３９．０９ 万元和 ２，４４３．６４ 万元。
（３）设立的山东及河南子公司建成投产，分别公司新增收入 ６，３３２．９２ 万元和
９７３．４６ 万元。
从生产能力上看，公司 ２００１ 年实施的“高层建筑钢—砼组合结构开发及产业
化”项目的建成，以及山东、河南子公司的投产，公司年生产加工能力提高到了 １２
万吨；同时，公司大力建设的营销网络对公司销售收入增加起到积极的作用，其中
湖北、四川、新疆等新市场的开拓保证了公司业务强劲地增长。
公司主营业务收入 ２００１ 年比 ２０００ 年增加了 １８，５０９．２４ 万元，增幅为 １４８．６７％，
其主要原因是：
（１）新业务高层钢结构的开拓为本公司 ２００１ 年主营业务收入增加了 ５，１９１．５６
万元。
（２）子公司机械结构 ２００１ 年全年收入并入了合并报表，比上年增加了 ４，９７５．３８
万元。
（３）安徽杭萧通过加强管理和生产能力的提高，２００１ 年增加销售收入 ６，３６３．０１
万元，新建的芜湖杭萧为公司增加收入 １，２１４．３２ 万元。
２、主营业务利润的构成
单位：人民币千元
项

目

２００３ 年 １－６ 月

２００２ 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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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例（％） 金额

比例（％）

金额

比例（％）

金额

比例（％）

轻钢结构

６１，１８７

６６

７６，８９０

５７

４０，６８９

５４

３３，０１３

８５

多层结构

３０，１１４

３３

２１，３９４

１６

１１，７６１

１６

５，６６９

１５

高层结构
合计

１，０２０
９２，３２１

１
１００

３５，８５０
１３４，１３４

２７
１００

２２，３５７
７４，８０７

３０
１００

－
３８，６８２

０
１００

本公司主营业务利润呈现快速增长，２００２ 年及 ２００１ 年分别比上年增长了
７３．４９％和 ９９．１６％。从主营业务利润结构来看，２００２ 年轻钢结构收入占 ７０％，销售毛
利只占 ５７％，而高层钢结构收入只 １７％，销售毛利却占到了 ２７％，高层钢结构将成为
公司利润增长新动源。
３、利润总额构成及变动趋势
单位：人民币千元
项

目

２００３ 年 １－６ 月

２００２ 年度

２００１ 年度

２０００ 年度

主营业务利润

８０，３１５

１１５，４２８

６６，５３４

３３，４０８

其他业务利润

－６７

１，２０２

３６１

３６

投资收益

２１４

４２５

４２５

３５

营业外收支净额

－５５１

－１，５１８

－３，８８５

－１３８

３８，３０６

５２，５９４

２３，７９９

１０，４６５

利润总额

本公司的主营业务利润突出，且逐年呈现高速增长的趋势，２００１ 年、２００２ 年
同比增长率分别为 ９９．１６％、７３．４９％，公司利润增长的主要动力来自于主营业务利润
快速地增长。利润总额 ２００１ 年、２００２ 年同比增长率分别为 １２７．４１％、１２１．００％；公
司利润总额与主营业务利润基本保持同步增长的状态。尽管公司 ２００２ 年主营业务
利润增长率下降，但由于公司加强管理，利润总额增长率还是保持了上年的水平。
４、费用构成及变动趋势
公司 ２０００、２００１、２００２ 年三项费用情况如下：
单位：人民币千元
２００１ 年
２０００ 年

２００２ 年
项
目
管理费用
营业费用
小 计
财务费用
合 计

金 额
３６，６１２
１３，９２７
５０，５３９
１２，４０４
６２，９４３

比上年增长
５９％
７６％
６４％
４２％
５９％

金 额
２２，９７９
７，９３１
３０，９１０
８，７２８
３９，６３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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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上表总体来看，２００２ 年及 ２００１ 年管理费用及营业费用的合计分别比上年增
长了 ６４％和 ８５％，低于销售收入增长的幅度。
（１）管理费用
管理费用 ２００２ 年比 ２００１ 年增加了 １，３６３ 万元，增长比率为 ５９％。主要原因为：
①由于业务扩张，母公司与机械结构管理费用共计增加了 ２２７．４８ 万元。其中
管理人员工资及福利 ２００２ 年比上年增长了 ８９．０３ 万元，差旅费增加了 ５６．７４ 万元，
办公费增加了 ２５．９７ 万元，低值易耗品摊销增加了 ３４．０１ 万元。②安徽杭萧及芜湖
杭萧的管理费用分别增加了 １８８．０２ 万元和 １４４．２３ 万元。安徽杭萧管理人员工资增
加了 ４１．７３ 万元；坏账准备计提增加了 ８２．７３ 万元；折旧及无形资产摊销增加了
３９．３１ 万元。芜湖杭萧管理人员工资及福利增加了 ３０ 万元；业务招待费用增加了
４２．３１ 万元。③公司由于合并报表范围扩大，其中山东及河南子公司分别增长了管
理费用 ５１８．７４ 万元和 １６０．７７ 万元。
管理费用 ２００１ 年比 ２０００ 年增加了 ９５７．７２ 万元，增长比率为 ７１％。主要原因为：
①由于规模扩大增加管理人员及提高管理人员薪金使工资及福利费用增长 ２５９．４５
万元；②高层钢结构产品开发，技术开发费及相关咨询费、差旅费增加 ２１８．３０ 万
元；③提高坏账准备的计提比例增加管理费用 １６６．６４ 万元；④子公司管理费用增
加了 ２４５．３９ 万元。
（２）营业费用
营业费用 ２００２ 年比 ２００１ 年增加了 ５９９．６ 万元，增加了 ７６％，主要因为：
①母公司营业费用增加了 ２８１．６４ 万元，其中人员工资及福利增加了 １１２．３３ 万
元，差旅费增加了 ６０．９１ 万元，业务招待费增加了 ６９．２２ 万元，售后服务费 ４３．６２
万元。②芜湖杭萧增加了 １２８．７７ 万元，其中差旅费增加了 ３８．６５ 万元，会务费增
加了 ４６．３１ 万元，办公及广告费增加了 ２２．６６ 万元。③合并报表范围增加，新增山
东及河南子公司营业费用分别增加了 １１６．５８ 万元和 ５３．８７ 万元。
２００１ 年公司营业费用比 ２０００ 年增加了 ４６２．７６ 万元，增长了 １４０％，主要是因
为：①随着轻钢产品市场竞争的激烈化，公司加强营销力度，在各地区增设了 ８ 个
营销网点，其费用有较大增长，其中工资及福利费增加 ７８．１４ 万元，办公差旅费增
加 ８５．８６ 万元；②业务招待费及广告支出分别比上年增加 ６７．３０ 万元和 ８８．７５ 万元；
③子公司营业费用增长额 ７４．６６ 万元。
（３）财务费用
２００２ 年及 ２００１ 年财务费用分别比上年增长 ４２％、４１％，主要是利息支出增长。
２００２ 年末公司银行借款比上年增加了 ９，８１０．００ 万元，由于红垦新厂区扩建部分利
息费用支出资本化了，公司财务费用增长并不大。
（二）重大投资收益和非经常性损益的变动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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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重大投资收益
２０００ 年度、２００１ 年度及 ２００２ 年度及 ２００３ 年 １－６ 月，本公司投资收益分别为
３．５４ 万元、４２．５４ 万元、４２．５４ 万元、２１．４１ 万元。２０００、２００１、２００２ 年度，公司
没有占净利润 ５％以上的重大投资收益。
２、非经常性损益
单位：人民币千元
项目

２００３ 年 １－６ 月

２００２ 年

２００１ 年

２０００ 年

８５

２１０

５８９

存货盘盈盘亏
营业外收入

－１４５

１０８

１，２７５

０．１

营业外支出

５１４

－４９８

－３，５９５

－５３

未超过三年税收优惠

６，８５４

合

６，４８５

计

４，６２０
－３０５

－２，１１０

５，１５６

注：表中数为扣除纳税影响后的数值。
主要包括：
（１）营业外收入：２００１ 年主要为处置固定资产的收益，计 １８７．５６ 万元，扣除
税收影响后为 １２７．４８ 万元。
（２）营业外支出：２００１ 年主要为吉利工程的诉讼损失，计 ４６０．４５ 万元。
（３）未超过三年的税收优惠：①２０００ 年根据浙江省地方税务局《租赁费税务
管理试行办法》
（浙地税二［１９９６］１９２ 号）以及浙江省地方税务局《浙江省地方税务
局关于调整企业所得税审批管理权限有关问题的通知》
（浙地税二［２０００］２９１ 号）的
有关规定，并经浙江省杭州市萧山地方税务局批准，公司 ２０００ 年融资租赁费可在
税前抵扣，计 １４００ 万元。②２００３ 年根据浙江省地方税务局于 １９９６ 年 ８ 月 ３０ 日下
发的《租赁费税务管理试行办法》
（浙地税二［１９９６］１９２ 号）以及浙江省地方税务局
于 ２０００ 年 １２ 月下发的《浙江省地方税务局关于调整企业所得税审批管理权限有关
问题的通知》
（浙地税二［２０００］２９１ 号）的有关规定，并经浙江省杭州市萧山地方税
务局于 ２００３ 年 ７ 月 ８ 日批准，公司 ２００３ 年融资租赁费可在税前抵扣，计
２０，７６８，６７９．２４ 元。
（三）适用税率及税收优惠政策
１、适用税种及税率
公司主要适用税种包括：增值税、营业税、企业所得税、城市维护建设税及其
他附加。
流转税税率分别为：增值税按销售收入的税率 １７％计算销项税额，并按抵扣进
项税后的余额缴纳，股份公司、机械结构、安徽杭萧、芜湖杭萧、山东杭萧、青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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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萧、洛阳杭萧、江西杭萧适用增值税，税率 １７％；营业税按营业额的 ３％缴纳，股
份公司、安徽杭萧、河南杭萧、山东杭萧、金剑检测、江西杭萧适用；城市维护建
设税按应交增值税、营业税 ５％缴，河南杭萧、洛阳杭萧、山东杭萧、青岛杭萧、江
西公杭萧适用，芜湖杭萧按 ７％交缴、安徽杭萧免交。
企业所得税按应付税款法计算。计算所得支出所依据的纳税所得额系根据有关
税法规定对本年会计所得额作相应调整后得出。除安徽杭萧为中外合资企业，企业
所得税适用两免三减半的优惠政策，２００１ 年度为第一个获利年度，所得税适用税率
为 ０ 外，其他企业所得税率为 ３３％。
２、本公司主要享受的税收优惠政策如下：
（１） ２０００ 年根据浙江省地方税务局于 １９９６ 年 ８ 月 ３０ 日下发的《租赁费税务
管理试行办法》
（浙地税二［１９９６］１９２ 号）以及浙江省地方税务局于 ２０００ 年 １２ 月下
发的《浙江省地方税务局关于调整企业所得税审批管理权限有关问题的通知》（浙
地税二［２０００］２９１ 号）的有关规定，并经浙江省杭州市萧山地方税务局于 ２００１ 年 ２
月 ５ 日批准，公司 ２０００ 年融资租赁费可在税前抵扣，计 １４００ 万元；根据国家税务
总局国税发（１９９９）４９ 号文《企业技术开发费税前扣除管理办法》以及浙江省地方
税务局浙地税二（１９９９）１２９ 号文的规定，并经浙江省萧山市地方税务局于 ２００１ 年
２ 月 ５ 日批准，公司 ２０００ 年开发“高层结构建筑生产线”而发生的技术开发费的
５０％部分可在税前扣除，计 ２６４，８６１．３２ 元；根据浙江省地方税务局下发的《企业财
产损失税前扣除管理实施办法》
（浙地税二［１９９８］２８４ 号文）的规定，并经浙江省萧
山市地方税务局于 ２００１ 年 ２ 月 ５ 日批准，公司 ２０００ 年发生的坏账损失可在税前扣
除，计 １９０，７０７．０６ 元；根据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下发的《技术改造国产设备投
资抵免所得税暂行办法》
（财税字［１９９９］２９０ 号文）的有关规定，并经浙江省萧山市
地方税务局于 ２００１ 年 １ 月 １０ 日批准，公司 ２０００ 年因技术改造而购买国产设备的
４０％部分可抵减所得税额，计 ２，６４３，９３２．００ 元；根据浙江省地方税务局下发的《企
业所得税减免管理实施办法》
（浙地税二［１９９８］２８３ 号文）的规定，并经萧山市地方
税务局以萧地税政（２０００）第 ８４ 号文批复同意，公司 ２０００ 年所得税减免幅度 ５％
（减免金额不得超过 ２０ 万元），公司实际免缴 １３５，７８３．９８ 元。
（２）根据国家税务总局国税发（１９９９）４９ 号文《企业技术开发费税前扣除管
理办法》以及浙江省地方税务局浙地税二（１９９９）１２９ 号文的规定，并经萧山市地
方税务局于 ２００２ 年 ２ 月 ６ 日批准，公司 ２００１ 年开发“高层结构建筑生产线”而发
生的技术开发费的 ５０％部分可在税前扣除，计 ８０３，３７３．３９ 元；根据浙江省地方税务
局下发的《企业财产损失税前扣除管理实施办法》
（浙地税二［１９９８］２８４ 号文）的规
定，并经浙江省杭州市萧山地方税务局于 ２００１ 年 １１ 月 ６ 日批准，公司 ２００１ 年发
生的坏账损失可在税前扣除，计 ８９５，０００．００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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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根据国家税务总局国税发（１９９９）４９ 号文《企业技术开发费税前扣除管
理办法》以及浙江省地方税务局浙地税二（１９９９）１２９ 号文的规定，并经萧山市地
方税务局于 ２００３ 年 １ 月 ２３ 日批准，公司 ２００２ 年开发“高层结构建筑生产线”而
发生的技术开发费的 ５０％部分可在税前扣除，计 １，０１８，７８９．９４ 元；根据财政部、国
家 税 务 总 局 下 发 的 《 技 术 改 造 国 产 设 备 投 资 抵 免 所 得 税 暂 行 办 法 》（ 财 税 字
［１９９９］２９０ 号文）的有关规定，并经浙江省萧山市地方税务局于 ２００３ 年 １ 月 ６ 日批
准，公司 ２００２ 年因技术改造而购买国产设备的 ４０％部分可抵减所得税额，计
８，２６７，４３６．０４ 元。
（４）２００３ 年根据浙江省地方税务局于 １９９６ 年 ８ 月 ３０ 日下发的《租赁费税务
管理试行办法》
（浙地税二［１９９６］１９２ 号）以及浙江省地方税务局于 ２０００ 年 １２ 月下
发的《浙江省地方税务局关于调整企业所得税审批管理权限有关问题的通知》（浙
地税二［２０００］２９１ 号）的有关规定，并经浙江省杭州市萧山地方税务局于 ２００３ 年 ７
月 ８ 日批准，公司 ２００３ 年融资租赁费可在税前抵扣，计 ２０，７６８，６７９．２４ 元。
（５）安徽杭萧为外商投资企业，企业所得税适用二免三减半的优惠政策，经
芜国税开函［２００２］２ 号文确认，２００１ 年为第一个获利年度，所得税适用税率为 ０。
２００３ 年所得税适用税率为 ７．５％，城市维护建设税和教育费附加按税法规定免征。
３、审计利润总额调整纳税所得额差异情况说明如下：
单位：人民币元
项

目

母公司会计所得

２００３ 年 １－６ 月
３２，１８５，４９０．０７

加：超标工资及福利费
超标业务招待费
赞助费

２００２ 年

２００１ 年

４８，３３１，８２３．２５

１８，９４９，０１０．２３

１４，８０２，４３９．０６

７３６，０１８．８３

２，０２０，８２９．８５

８０５，２５４．１２

１，５４１，３０６．８９

１，１８６，４０８．８７

１，６２２，０１８．４８

１２３，３０２．００

３８，５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００

不允许扣除的投资损失

４，０８５，８３２．１８

以前年度损益调整

－４６２，５３５．０２

－３，７３８，６２０．４８

坏帐准备

５６１，６４５．０５

２，２４３，８３４．０８

存货跌价准备

－５６，２９１．０５

１２２，４７５．６６

固定资产跌价准备

２４９，５４９．５５

４２１，６２１．６９

滞纳金

小

１４６，９２８．００

５１０，２４１．４７

２，５０２，２５２．４３

７，７７７，２７８．５３

３４６，１４４．６５

计

减：融资租赁费

２，６９２，９９６．２５
２０，７６８，６７９．２４

１４，０００，０００．００

坏帐损失

１９７，０００．００

技术开发费
投资收益
小

１１，７７４，５５５．６５

计

应纳税所得额

７４３，９３２．２８

６０，２７４．７６

其他
固定资产折旧费

２０００ 年

－１１，６００．１７

１，０１８，７８９．９４

８０３，３７３．３９

１６，３１３，８２４．９７

１１，６３２，８７４．３３

１７，３３２，６１４．９１

１２，４３６，２４７．７２

１４，４６１，８６１．３２

３３，６９２，２０４．５９

９，０１５，０１４．９４

８，１１７，８５６．２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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弥补以前年度亏损
实际纳税所得额
应纳所得税额

０

３３，６９２，２０４．５９

９，０１５，０１４．９４

８，１１７，８５６．２７

１１，１１８，４２７．５１

３，６６５，４６７．７３

２，７４３，１０４．８０

８，２６７，４３６．０４

－６４，０３６．３２

－２，６４３，９３２．００

２，８５０，９９１．４７

３，５０１，４３１．４２

９９，１７２．８０

国产设备抵税
实际计提所得税

１６８，９０５．４９

六、主要资产情况
截止 ２００３ 年 ６ 月 ３０ 日，本公司的资产总计为 ８２，８６５．６８ 万元，包括流动资产、
长期投资、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及其他资产。
（一）固定资产的情况
１、固定资产的标准及计价：公司固定资产是指使用期限在一年以上，单位价
值在 ２，０００ 元以上的房屋及建筑物、机器、机械、运输工具以及其他设备、器具、
工具等。固定资产按取得时的实际成本计价，评估确认后的固定资产按重置完全价
值计价。
２、固定资产的折旧方法：固定资产的折旧，采用直线法计提，预留 ３％残值。
分类折旧情况如下：
类

别

使用年限

年折旧率

１５～２０ 年

６．４７％～４．８５％

机器设备

５～１０ 年

１９．４０％～９．７０％

电子设备

５～７ 年

１９．４０％～１３．８６％

房屋建筑物

３、固定资产减值准备：固定资产在期末时按照账面价值与可收回金额孰低计
量，对可收回金额低于账面价值的差额，按单项固定资产计提固定资产减值准备。
４、截止 ２００３ 年 ６ 月 ３０ 日，本公司固定资产账面原值为 ３９，７３０．０１ 万元，账
面净值为 ３５，１４４．１９ 万元，净额为 ３５，０８２．１７ 万元。具体情况如下：
单位：人民币千元
固定资产类别

原

值

累计折旧

净

值

净

额

用途

房屋及建筑物

２２４，９８８

１９，６０９

２０５，３７９

２０５，３７９

经营

机器设备

１６１，４１７

２４，０５５

１３７，３６２

１３７，３６２

经营

电子设备

１０，８９４

２，１９４

８，７０１

８，０８１

经营

３９７，３００

４５，８５８

３５１，４４２

３５０，８２２

合

计

公司以自有土地、房产及设备为抵押，取得银行借款 １４，８９５ 万元。 本期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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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产增加较多主要系：①本期由在建工程转入固定资产 ３，８４９．００ 万元，②本期由
融资租赁固定资产转入 ２，１００ 万元。
５、公司前三年固定资产的变化
２０００、２００１、２００２ 年度固定资产的对比数字如下所示：
单位：千元人民币
资产类别

２００２ 年末

２００２ 年比上

２００１ 年末

年增加

２００１ 年比

２０００ 年末

上年增加

房屋建筑物

２１４，５６０

１５６，０５１

５８，５０９

－１２，９６５

７１，４７４

机器设备

１１７，８７８

７５，１０６

４２，７７２

１１，３７９

３１，３９３

电子设备

８，９２２

４，１７７

４，７４５

９２３

３，８２２

３４１，３６０

２３５，３３４

１０６，０２６

－６６２

１０６，６８８

合

计

（１）２００１ 年公司固定资产减少的原因是：２００１ 年 ３ 月份，萧山市政府决定把
公司自建“北山通览工程”移交给杭州市萧山区市政园林管理处，故 ２００１ 年房屋
建筑物比上年减少了 １，２９６．５０ 万元。
（２）２００２ 年公司固定资产增加了 ２３，６９８．６９ 万元。主要增加了：
名

称

单位

数量

一、主要生产设备

金额（万元）
６，２４６．７８

ＣＯ２ 焊机

台

７０

１０５．６０

交流弧焊机

台

６４

７９．０８

直流弧焊机

台

６０

１４３．１７

螺柱焊机

台

５

６７．５０

电渣焊机

套

１２

４１９．２２

Ｈ 型钢矫正机

台

８

１３５．７１

Ｈ 型钢直条切割机

台

１０

２６７．７５

Ｈ 型钢组立机

台

８

１９６．２５

门焊机 ＭＧＺ－２＊１０００

台

１６

２３１．２９

剪板机

台

７

１２８．９０

进口三维钻

台

３

５９０．５７

进口锯床

台

８

４９２．０９

进口平板抛丸机 ＫＦ－５０１０

台

２

６６．２４

进口数控平面钻 ＰＣＭ－１６００Ｌ 台

２

２６０．３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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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口锁口机

台

３

６９１．９２

进口研屑机 ＨＳ１０５０

台

１

１２９．７９

配电动力系统

套

１

６４２．９４

起重机

台

２４

２０６．９９

双弧双丝焊接设备

套

８

４０７．７２

塔吊

台

８

３９５．４９

箱型生产线

条

２

３５７．２９

组焊机 １ 套

套

１

９０．００

摇臂钻

台

４

５０．００

二、房屋建筑物
其中：新厂房

１４，３８０．８７
平米

１０２５５２

８，７９５．５２

新厂区办公楼

平米

８４２４

２，０６７．９１

新厂区道路

平米

２５０６８

８９１．７７

三、办公设备

３５１．４６

（二）长期投资的情况
１、会计核算方法：
（１）长期债权投资：采用成本法核算，以实际支付的全部价款扣除已到期尚
未领取的债券利息作为初始投资成本。债券投资按期计提应收利息，计算的债券投
资利息收入，经调整债券投资溢（折）价摊销后的金额，确认为当期损益。
（２）长期股权投资：公司对外股权投资，投资时按实际支付的价款记账，投
资额占被投资企业资本总额 ２０％以下采用成本法核算，超过 ２０％（含 ２０％）按权益法
核算，超过 ５０％编制合并会计报表。
（３）股权投资差额的摊销方法：合同规定了投资期限的，按投资期限摊销；
合同没有规定投资期限的，初始投资成本超过应享有被投资单位所有者权益份额之
间的差额，按 １０ 年摊销；初始投资成本低于应享有被投资单位所有者权益份额之
间的差额，按 １０ 年摊销。
（４）长期投资减值准备：公司于每期期末对长期投资的账面价值逐项进行检
查，如果由于市价持续下跌或被投资单位经营状况变化等原因导致其可收回金额低
于投资的账面价值，并且这种降低的价值在预计的未来期间内不可能恢复时，按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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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计未来可收回金额低于账面价值的差额，逐项计提长期投资减值准备，计入当期
损益。
２、本公司 ２００３ 年 ６ 月 ３０ 日长期股权投资为－３，３００，２００．０９ 元。具体如下：
被投资公司名称

投资金额

投资比例

减值准备

杭州杭萧机械结构发展有限公司

－３，３００，２００．０９

８３．３３％

－－

合

－３，３００，２００．０９

－－

－－

计

对杭州杭萧机械结构发展有限公司的投资－３，３００，２００．０９ 元为股权投资差额，公
司收购该公司的股权时系根据实收资本金额按 １：１ 收购，故其实际投资额与所占净
资产份额存在差异。
公司通过对各项对外投资的分析，未发现致使长期投资发生减值的因素，故未
提取长期投资减值准备。
（三）无形资产的情况
１、无形资产计价：公司购入的无形资产按实际成本计价，投资者投入的无形
资产按投资各方确认的价值计价。
２、无形资产的摊销方法：公司无形资产自取得当月起在预计使用年限内分期
平均摊销，计入损益。合同规定有受益期限的，在受益期限内平均摊销；合同没有
规定受益期限而法律规定有效期限的，按不超过法律规定的有效期限平均摊销；合
同规定了受益期限而法律也规定了有效期限的，摊销年限不超过两者之中较短者。
合同和法律均未规定受益期限的，按不超过 １０ 年的期限摊销。
３、无形资产减值准备：公司在期末时对无形资产进行逐项检查，按无形资产
预计可收回金额低于账面价值的差额计提减值准备。
截止 ２００３ 年 ６ 月 ３０ 日，公司账面上共有无形资产 ２，１７３．０４ 万元，具体情况
如下：
项

目

取得方式

原始金额

期末数

杭州土地使用权１

支付出让金

２３３，７００．００

杭州土地使用权２

支付出让金

１００，０４８．００

７４，６１９．７３ １４年１１个月

杭州土地使用权３

支付出让金

１８２，２９０．４５

１６３，４００．９９ １７年１１个月

河南土地使用权

支付出让金

７，６２９，２００．００

７，５０６，９０８．０４

４８年

山东土地使用权

支付出让金

１，６００，０００．００

１，５５１，０２０．３８

４６年

安徽土地使用权

支付出让金

９，５７６，１８７．７３

８，９８３，４７９．１９

４５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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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３３７，６９６．８４
２２，６５９，１２３．０２

３，２６９，０１５．５７ ４９年５个月
２１，７３０，４５６．４９

（四）长期待摊费用的情况
本公司截止到 ２００３ 年 ６ 月 ３０ 日长期待摊费用余额为 ２３７．０３ 万元，系支出的
软件费及支付办公场所装修费。
（五）有形资产净值
２０００ 年、２００１ 年、２００２ 年和 ２００３ 年 ６ 月末，本公司有形资产净值分别为：
２４，５７９．８８ 万元、２８，６９５．７５ 万元、６０，０４８．１８ 万元和 ８０，４２２．８０ 万元。
（六）流动资产的情况
流动资产主要包括货币资金、应收票据、应收利息、应收账款、其他应收款、
预付账款、存货和待摊费用，具体情况如下：
１、货币资金及应收票据
２０００、２００１、２００２ 年末及 ２００３ 年 ６ 月末，本公司的货币资金分别为 ２，２０７．５９
万元、３，３３０．７８ 万元、１，７３２．３９ 万元和 ６，６４９．００ 万元；分别占期末流动资产的
１４．０７％、２０．９４％、５．９８％和 １５．９２％。应收票据分别为 ０ 万元、４０．００ 万元、２４１．８２
万元和 ２４３．２０ 万元，均为应收的工程款。
２、应收账款
本公司 ２０００、２００１、２００２ 年末及 ２００３ 年 ６ 月末的应收账款分别为 ５，２９７．７７
万元、６，５１２．４５ 万元、１１，０１１．４３ 万元和 １５，５６３．１１ 万元。应收账款余额逐年增加，
２００１、２００２ 年分别比上年同期增长了 ２３％、６９．０８％，都低于主营业务收入增长幅度。
公司应收账款余额与主营业务收入的确认原则体现了配比原则。
２００２ 年与 ２００１ 年相比，应收账款增加了 ４，４９８．９８ 万元，主要系由于安徽杭萧
跨 年 度 工 程 大 幅 度 增 加 ， 工 程 进 度 收 款 进 度 不 一 致 所 致， 其 应 收 账 款 增 加 了
２，２２６．６２ 万元；同时由于合并范围扩大，山东杭萧及河南杭萧分别增加了 ２，０４９．８９
万元和 ４２０．７３ 万元。
截止 ２００３ 年 ６ 月 ３０ 日，账龄在一年以内的应收账款占 ８７．２９％。并已计提了
１，０３８．３２ 万元的坏账准备。
３、其他应收款
本公司 ２０００、２００１、２００２ 年末及 ２００３ 年 ６ 月末的其他应收款分别为 ３，０１５．９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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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元、９２１．３１ 万元、２，０９７．３３ 万元和 １，４７６．６６ 万元。目前其他应收款主要项目如
下：
单位名称

金

额（元）

欠款时间

履约保证金

１，９７９，４００．００

一年以内

招标保证金

２，５００，０００．００

一年以内

截止 ２００３ 年 ６ 月 ３０ 日，本公司已对其他应收款计提了 ９９．７６ 万元的坏账准备。
４、存货
本公司 ２０００、２００１、２００２ 年末的存货分别为 ３，１４４．８４ 万元、４，０１１．５８ 万元和
１１，３６２．６０ 万元。公司 ２００２ 年末存货较 ２００１ 年末大幅度上升，增加 １８３％，主要是
由于生产规模扩大，在产品、产成品及工程成本增加及新合并子公司存货所致。公
司 ２００２ 年末存货中的产成品增加了 ４，５０１．７４ 万元，占全部存货增加额的 ６１％；在
产品及工程成本增加了 １，６９３．６９ 万元，占全部存货增加额的 ２３％；原材料比上年末
增加 ９２３．７６ 万元，占全部存货增加额的 １２．６％。由于公司属于定单式生产企业，其
在产成品及在产品的销售有合同保证，存货增加为不会给公司生产经营带来不利的
影响。
截止 ２００３ 年 ６ 月 ３０ 日，本公司已经计提了 １１４．４０ 万元的存货跌价准备。
５、预付账款及待摊费用
２０００、２００１、２００２ 年末和 ２００３ 年 ６ 月末，本公司的预付账款余额分别为 １，９７０．５５
万元 １，０１６．５２ 万元、２，４９０．３３ 和 ２，２８２．６２ 万元。
２０００、２００１、２００２ 年末和 ２００３ 年 ６ 月末，本公司的待摊费用分别为 ５５．０８ 万
元、７３．１５ 万元、５０．８８ 和 ３２．７２ 万元，主要为各期尚未摊销完毕的报刊、保险及
房租等费用。

七、主要债项
截止 ２００３ 年 ６ 月 ３０ 日，本公司按母公司报表负债合计为 ３０，０２５．１５ 万元，负
债率为 ６７．４３％；按合并报表负债合计 ６６，０９８．４８ 万元，负债率为 ７９．７７％。主要包
括短期借款、应付账款、预收账款、应付工资，应付福利费、应付股利、应交税金、
其他应交款、其他应付款、长期借款。
（一）主要银行借款
１、短期借款
２０００、２００１、２００２ 年末及 ２００３ 年 ６ 月 ３０ 日，公司合并报表的短期借款余额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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９，３９５．００ 万元、８，４６５．００ 万元、１５，２７５．００ 万元和 １８，４１５．００ 万元。截止 ２００３ 年
６ 月 ３０ 日，本公司合并报表短期借款余额主要情况如下：
借款类别

２００２年１２月３１日

２００３年６月３０日

抵押借款

４５，１００，０００．００

６８，９５０，０００．００

担保借款

１０７，６５０，０００．００

１１５，２００，０００．００

信用担保
合

计

－

－

１５２，７５０，０００．００

１８４，１５０，０００．００

公司短期借款本期增加较多一方面是因为公司合并会计报表范围扩大， 另外
公司业务规模的扩张导致到资金的大量需求，所以借款增加。截至 ２００３ 年 ６ 月 ３０
日，公司无逾期未偿还的短期借款。
２、一年内到期的长期借款
截至 ２００３ 年 ６ 月 ３０ 日，公司无一年内到期的长期借款。
３、长期借款
截止 ２００３ 年 ６ 月 ３０ 日，本公司合并报表长期借款余额为 ８，０００．００ 万元。主
要情况如下：
借款类别

２００２年１２月３１日

２００３年６月３０日

抵押借款

６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

８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

担保借款

－

－

合 计

６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

８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

２００２ 年 １１ 月 ２２ 日，公司和中国农业银行杭州市萧山支行签订了 ２００２ 年（萧
山）字 ０９５５ 号《固定资金借款合同》，借款金额 ６，０００ 万元，贷款利率月息为 ５．４９％，
借款期限为 ２００２ 年 １２ 月 ２３ 日至 ２００５ 年 １２ 月 ２０ 日；２００３ 年 ２ 月 ２０ 日，公司与
中国工商银行杭州市萧山支行签订了 ２００３ 年（萧山）字 ０１４７ 号《固定资金借款合
同》，借款金额 ２，０００ 万元，贷款利率月息为 ５．４９％，借款期限从 ２００３ 年 ２ 月 ２０ 日
至 ２００６ 年 ２ 月 １６ 日。
（二）对内部人员和关联方的负债
公司对内部人员的负债主要为应付职工工资和应付福利费。２０００、２００１ 和 ２００２
年末及 ２００３ 年 ６ 月 ３０ 日，本公司合并报表的应付工资分别为 １３２．７９ 万元、７６．７２
万元、１０５．６５ 万元和 １２５．５５ 元。应付福利费分别为 ２２３．２０ 万元、１０５．３７ 万元、
４７．５７ 万元和 ７８．２１ 万元，不存在对内部人员的的金额较大的负债。
公司对无对关联方的负债。
（三）主要合同承诺事项和或有债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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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止到 ２００３ 年 ６ 月 ３０ 日，本公司未有法律诉讼、税务纠纷、对外担保等事项
可能带来的或有负债。
（四）其他债项
１、应付票据及应付账款
２０００、２００１ 和 ２００２ 年末及 ２００３ 年 ６ 月 ３０ 日，本公司合并报表的应付票据分
别为 １，３１０．００ 万元、１，７８１．６９ 万元、７，０１９．３４ 万元和 １１，４８６．８７ 万元。２００２ 年末
公司应付票据比年初增加了 ５，２３７．６５ 万元，主要系合并会计报表范围扩大，增加
了河南杭萧、洛阳杭萧、山东杭萧、青岛杭萧等四公司的缘故。截止 ２００３ 年 ６ 月
３０ 日，公司应付票据比年初增加了 ４，４６７．５３ 万元，应付票据增加的原因主要系钢
材涨价，为保证公司生产物资供应加大了采购量所致。
２０００、２００１ 和 ２００２ 年末及 ２００３ 年 ６ 月 ３０ 日，本公司合并报表的应付账款分
别为 ２，９８８．８５ 万元、２，３３８．４５ 万元、１０，０２１．４５ 万元和 １４，５７２．３１ 万元。２００２ 年
末应付账款增加了 ７，６８３．００ 万元主要系合并会计报表范围扩大，增加了河南杭萧、
洛阳杭萧、山东杭萧、青岛杭萧等四公司的缘故。２００３ 年上半年，公司应付账款增
加了 ４，５５０．８６ 万元，主要系钢材涨价，为保证生产物资供应加大了采购量所致。
截止 ２００３ 年 ６ 月 ３０ 日，公司的应付账款均是应付的购货款，其中不含持有公司 ５％
及以上股份的股东及关联方企业款项。
２、预收账款
２０００、２００１ 和 ２００２ 年末及 ２００３ 年 ６ 月 ３０ 日，本公司合并报表的预收账款分
别为 ２，４７７．２６ 万元、２，７５８．７５ 万元、５，３０８．８７ 万元和 ７，８５４．７７ 万元。２００１、２００２
年分别比上年同期增长了 １１％和 ９２％。公司 ２００２ 年预收账款大幅度增加，主要是由
于公司 ２００２ 年 ９ 月份签订的“新疆广汇建材物流园钢结构”共收到预收工程款
２，９３３．７６ 万元。
公司预收账款余额与主营业务收入的确认原则体现了配比原则。
截止 ２００３ 年 ６ 月 ３０ 日，公司的预收账款均是预收的工程款，其中不含持有公
司 ５％及以上股份的股东及关联方企业款项。
３、应交税金
２０００、２００１ 和 ２００２ 年末及 ２００３ 年 ６ 月 ３０ 日，本公司合并报表的应交税金分
别为 ７７０．８１ 万元、５４１．４３ 万元、８２７．９６ 万元和 ５０９．００ 万元。
４、其他应交款
２０００、２００１ 和 ２００２ 年末及 ２００３ 年 ６ 月 ３０ 日，本公司合并报表的其他应交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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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１４．７３ 万元、１４５．６７ 万元、１８４．５０ 万元和 １５４．２９ 万元。
５、其他应付款
２０００、２００１ 和 ２００２ 年末及 ２００３ 年 ６ 月 ３０ 日，本公司合并报表的其他应付款
分别为 ３５２．４１ 万元、３４８．５０ 万元、１，４０７．３０ 万元和 １７３６．３７ 万元。２００２ 年末其他
应付款增加较多的原因主要是收取上海澄钢贸易发展有限公司的购销合同履约保
证金，以及合并报表范围扩大增加山东公司、青岛公司、河南公司、洛阳公司、金
剑公司所致。
６、长期应付款
截止到 ２００３ 年 ６ 月 ３０ 日长期应付款为 ６８．１４ 万元，系本公司于 ２０００ 年 １ 月 １
日向萧山市新街镇盛东村村民委员会借入，还款期限为 ２００５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八、股东权益的情况
本公司 ２０００、２００１ 和 ２００２ 年末及 ２００３ 年 ６ 月 ３０ 日，股东权益余额分别为：
４，９１４．５５ 万元和 ６，４５６．２０ 万元、１０，６５２．９０ 和 １３，９２３．０３ 万元。
（一）股本的变动情况

单位：元

公司近三年股本除了在 ２０００ 年变更为设立为股份时发生变动外，一直未发生
变动。
项 目

当期增加
２０００－１－１

新增

转增

本期减少

２０００－１２－３１

一、尚未流通股份

１０，８００，０００．００

８，０４１，３７９．３０

３５，１２５，４４３．７０

１，６００，０００．００

５２，３６６，８２３．００

１、发起人股份

１０，８００，０００．００

８，０４１，３７９．３０

３５，１２５，４４３．７０

１，６００，０００．００

５２，３６６，８２３．００

其中：国家拥有股份
境内法人持有股份
外资法人持有股份
个人股份

－
１，６００，０００．００
－
９，２００，０００．００

－
２，２４１，３７９．３０
－
５，８００，０００．００

－
４，５６６，３０７．７０
－
３０，５５９，１３６．００

－
１，６００，０００．００
－
－

－
６，８０７，６８７．００
－
４５，５５９，１３６．００

２、募集法人股

－

－

－

－

－

３、内部职工股

－

－

－

－

－

二、已流通股份

－

－

－

－

－

１、境内上市人民币普通股

－

－

－

－

－

２、境内上市的外资股

－

－

－

－

－

３、境外上市的外资股

－

－

－

－

－

４、其他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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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０，８００，０００．００

８，０４１，３７９．３０ ３５，１２５，４４３．７０ １，６００，０００．００ ５２，３６６，８２３．００

截止 ２００３ 年 ６ 月 ３０ 日，公司股东持股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

持股比例

（１）个人股份

４５，５５９，１３６

８７．００％

单银木

２７，９４２，９３７

５３．３６％

潘金水

８，６５６，２３６

１６．５３％

戴瑞芳

６，２２６，４１５

１１．８９％

许荣根

１，３６６，７７４

２．６１％

陈辉

１，３６６，７７４

２．６１％

（２）境内法人持有股份

６，８０７，６８７

１３．００％

浙江国泰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５，２３６，６８２

１０．００％

靖江地方金属有限公司

１，０４７，３３７

２．００％

浙江省工业设计研究院

５２３，６６８

１．００％

５２，３６６，８２３

１００．００％

合

计

（二）资本公积的情况
项目

２００３上半年

期初余额

１１，３４７．２３

本期增加

２６７，３００．００

本期减少

２００２年
１１，３４７．２３
－

－

期末余额

２００１年

－

２７８，６４７．２３

２０００年
０．０５

１，３３５，１１３．０１

１１，３４７．１８

５，６４８，８３０．６７

－

１１，３４７．２３

６，９８３，９４３．６３

１１，３４７．２３

０．０５

其中，２０００ 年增加主要系三个法人股股东投入资本时，公司按投资比例计入股
本，其余部分计入本科目，计 ５，５５８，６２０．７０ 元。 ２０００ 年资本公积减少主要系有限
公司整体变更为股份公司时转增股本，计 ６，９６６，９６０．７１ 元。
（三）盈余公积的情况
项目
期初余额

２００３－６－３０

２００２－１２－３１

２００１－１２－３１

２０００－１２－３１

１７，０５５，７２４．５４

４，８７１，３９０．４０

２，４０９．７６

１，４７１，８３６．８７

其中：法定盈余公积

８，５２７，８６２．２７

２，４３５，６９５．２０

１，２０４．８８

７１１，６４６．１７

公益金

８，５２７，８６２．２７

２，４３５，６９５．２０

１，２０４．８８

７０１，３０７．３４

１２，１８４，３３４．１４

４，８６８，９８０．６４

２，４０９．７６

６，０９２，１６７．０７

２，４３４，４９０．３２

１，２０４．８８

本期增加
其中：法定盈余公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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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益金

６，０９２，１６７．０７

２，４３４，４９０．３２

１，２０４．８８

本期减少

－

－

１，４７１，８３６．８７

其中：法定盈余公积

－

－

７１１，６４６．１７

公益金

－

－

７０１，３０７．３４

期末余额

１７，０５５，７２４．５４

１７，０５５，７２４．５４

４，８７１，３９０．４０

２，４０９．７６

其中：法定盈余公积

８，５２７，８６２．２７

８，５２７，８６２．２７

２，４３５，６９５．２０

１，２０４．８８

公益金

８，５２７，８６２．２７

８，５２７，８６２．２７

２，４３５，６９５．２０

１，２０４．８８

２０００ 年、２００１ 年、２００２ 年及 ２００３ 年上半年盈余公积增加均为计提法定盈余公
积金和法定公益金。２０００ 年盈余公积减少系有限公司整体变更为股份公司时转增股
本，计 １，４７１，８３６．８７ 元。
（四）未分配利润的情况
项

目

２００３年１－６月

２００２年度

本年净利润

３２，９４８，９８４．１３

４３，９６７，０８７．８３

１６，７０５，０９８．４３

１１，４２５，６９２．５５

加：年初未分配利润

３７，０９５，１６４．０５

７，３１２，４１０．３６

－３，２２３，７０７．４３

１２，０３９，６５５．９０

可供分配的利润

７０，０４４，１４８．１８

５１，２７９，４９８．１９

１３，４８１，３９１．００

２３，４６５，３４８．４５

６，０９２，１６７．０７

２，４３４，４９０．３２

１，２０４．８８

提取法定公益金

６，０９２，１６７．０７

２，４３４，４９０．３２

１，２０４．８８

已分配普通股股利

２，０００，０００．００

１，３００，０００．００

减：提取法定盈余公积

转作股本的普通股股利
年末未分配利润

－
７０，０４４，１４８．１８

３７，０９５，１６４．０５

２００１年度

－
７，３１２，４１０．３６

２０００年度

－
２６，６８６，６４６．１２
－３，２２３，７０７．４３

１、根据公司 ２００１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司分别按 １０％计提法定盈余公积和法
定公益金，分别为 １，６０３，８０９．１６ 和 １，６０３，８０９．１６，并按投资比例向股东发放股利，
计 １，３００，０００．００ 元。
２、根据公司 ２００１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司本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股票（ Ａ
股）前的未分配利润由新老股东共享。
３、２００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合并未分配利润为负数主要系由于以下两个原因：
（１）２０００ 年度公司承建安徽杭萧钢结构有限公司的钢结构厂房形成内部交易，
该厂房经竣工验收合格后由在建工程转为固定资产核算，在 ２０００ 年合并会计报表
中相应抵销了内部利润 ３，６０２，６７７．７０ 元。同时在合并报表过程中，冲减了该项固
定资产已提折旧中内部利润部分形成计提的折旧 １００，８７４．９８ 元。
（２） 合并抵销内部应收款项冲减了计提的坏帐准备 ７０，５３９．５１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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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现金流量情况
本公司 ２００２ 年度的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为 ４，５７５．６２ 万元，其中，销
售商品、提供劳务收到的现金为 ５５，７７３．７５ 万元，购买商品、接受劳务支付的现金
３８，９８６．１３ 万元，支付给职工以及为职工支付的现金为 ３，２０９．５２ 万元、支付的各项
税费 ２，５７０．１６ 万元、支付的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６，９０９．２８ 万元；投资活动
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为－１５，５０３．５７ 万元，其中，购置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
期资产所支付的现金 １５，７０１．２７ 万元；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为 ９，３２９．３９
万元，其中吸收投资收到现金 １，０３１．５０ 万元，借款收到现金 ４５，１００．００ 万元，偿
还债务支付现金 ３５，２９４．３５ 万元，分配股利、利润或偿付利息所支付的现金 １，５０７．７６
万元；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１，５９８．３９ 万元。公司 ２００１ 和 ２００２ 年度均无不
涉及现金收支的重大投资和筹资活动。
２００３ 年 １～６ 月及 ２００２ 年度支付的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的构成明细如
下：
金额（元）

项目

序号

２００３年１－６月

２００２年

１

差旅费

５，１７９，２６６．０６

９，６６７，１６７．３３

２

业务招待费

２，７３０，５８８．１６

５，３１２，４３５．５９

３

办公费

２，２２３，０４４．３３

３，００５，２４７．１４

４

邮电费

１，４５６，８２９．３７

１，２６８，２９８．７６

５

水电费

３，９１３，３９４．６１

４，１５３，０２８．３０

６

会务费

３２０，６３５．００

２６，５３０．００

７

广告费

１，３２５，１９０．４０

１，０８６，１０８．４７

８

售后服务费

８１０，７１０．２６

９１４，１０７．８０

９

投标保证金

７，９３７，９５３．００

６，６３７，９１４．５５

１０

租赁保证金

１１

运费

１２

周转金借款

１３

咨询费

１４

内部单位往来

１５

其他
合

９，４３９，２１８．４０

计

２８５，６５６．１３

２，０１１．５７０．２５

１，４８６，３７４．９６

１，５０１，６６４．１３

１５２，８１８．００

３，０５２，００６．７４

１０，８４６，６９５．９４

１６，６３４，４４９．９８

５，６０８，３３７．０８

４，３８３，０２４．９５

４４，２７７，４９３．３０

６９，０９２，７７２．３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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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历次验资报告
１、本公司于 １９９４ 年 １２ 月 ２０ 日在萧山市成立时，萧山市审计师事务所为公司
的设立进行了验资，并于 １９９４ 年 １２ 月 １９ 日出具了注册资金验证资信证明书。
截止 １９９５ 年 ２ 月 ２８ 日，萧山市金属构件厂实际以设备出资 60.50 万元，而萧
山市新街镇盛东村民委员会并未实际履行出资义务。1996 年 7 月，萧山市金属构件
厂将 739.61 万元的固定资产投入到本公司，萧山市新街镇盛东村村民委员会仍未能
履行其作为股东应当履行的 ４０ 万元出资义务。
２、１９９７ 年 ２ 月 １９ 日，萧山市杭萧轻型钢房制造有限公司股东会通过决议：鉴
于萧山市新街镇盛东村村民委员会一直未曾出资，经股东协商，同意萧山市盛东村
村民委员会放弃 ２０％的股权资格，将该 ２０％的股权资格转让给单银木（因未发生实
质性转让，不再另立转让协议，股东会认可即生效），由单银木在 １９９７ 年 ２ 月 ２５
日前出资 ４０ 万作为股本金；同时单银木再以货币资金增加出资 ８８０ 万元，萧山市
杭萧轻型钢房制造有限公司注册资本由 ２００ 万元增加到 １，０８０ 万元；同时，本公司
更名为杭州杭萧钢结构有限公司。因萧山市金属构件厂改制成杭州杭萧机械结构发
展有限公司，原萧山市金属构件厂的股权由杭萧机械结构发展有限公司持有。
萧山市审计师事务所于 １９９７ 年 ２ 月 ２７ 日以萧审所验新办（１９９７）２７５ 号《验
资报告》为本公司的投入资本金进行了审查验证。该验资报告载明，本公司资本金
为人民币 １０８０ 万元，其中，单银木以现金出资 ９２０ 万元，杭州杭萧机械结构发展
有限公司以实物出资 １６０ 万元。
３、２０００ 年 １１ 月 ２ 日，杭州杭萧钢结构有限公司进行增资扩股，注册资本增加
到 １，５００ 万元。杭州市萧然会计师事务所出具了杭萧会验字【２０００】第 １０１９ 号验
资报告。该报告载明：根据我们审验，截至 ２０００ 年 １１ 月 １４ 止，杭州杭萧钢结构
有限公司增加投入资本 ４２０ 万元，变更后的所有者权益为 ３，８７０．３６ 万元，其中：
实收资本 １，５００ 万元，资本公积 ３６６．５３ 万元，盈余公积 ４７．３５ 万元，未分配利润
１，９５６．４８ 万元。
４、２０００ 年 １２ 月 ４ 日，杭州杭萧钢结构有限公司再次增资扩股，注册资本由
１５００ 万元增加到 １７２４．１４ 万元。杭州市萧然会计师事务所出具了杭萧会验字【２０００】
第 １１２１ 号验资报告。该报告截明：杭州杭萧钢结构有限公司变更前的注册资本和
实收资本都为 １，５００ 万元，变更后的注册资本为 １，７２４．１８７９ 万元。
５、２０００ 年 １２ 月 １３ 日，经股东会决议通过并经浙江省人民政府企业上市工作
领导小组浙上市【２０００】６５ 号文批准，原杭州杭萧钢结构有限公司整体变更为浙江
杭萧钢构股份有限公司，即以变更基准日（２０００ 年 １２ 月 １３ 日）的净资产 ５，２３６．６８２３
万元按 １： １ 的比例全部折为股本总额，并划分为面值为壹元的等额股份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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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２３６．６８２３ 万股，由原杭州杭萧钢结构有限公司的八名股东按原出资比例分别持
有。北京中天华正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对公司截止 ２０００ 年 １２ 月 １３ 日止的实收
资本真实性和合法性进行了审验，并出具京验（２０００）１００１ 号验资报告。该报告载
明：杭州杭萧钢结构有限公司原注册资本和投入资本为 １７，２４１，３７９．３０ 元和人民币
５２，３６６，８２３．０５ 元。截至 ２０００ 年 １２ 月 １３ 日止，公司增加注册资本 ３５，１２５，４４３．７０
元，变更后注册资本为 ５２，３６６，８２３．００ 元，资本公积为 ０．０５ 元。

十一、期后事项、关联交易、或有事项及其他重要事项说明
（一）期后事项
无
（二）关联交易
关联交易事项详见第六章关联交易的有关内容。
（三）或有事项
截止 2003 年 6 月 30 日止，本公司未有任何重大或有事项。
（四）八项准备计提的说明
１、短期投资跌价准备
（１）短期投资跌价准备计提方法
在期末对短期投资按成本与市价孰低法计量，对市价低于成本的差额，计提短
期投资跌价准备。
（２）计提短期投资跌价准备的说明
公司目前无短期投资，近期也没有进行短期投资的计划，故公司目前未提取短
期投资跌价准备。
２、坏账准备
（１）坏账准备计提方法
公司坏账采用备抵法核算，以期末应收账款和其他应收款余额按账龄提取坏账
准备，具体计提比例为：
账龄

２０００年计提比例

２００１年计提比例

２００２年计提比例

１年以内

１％

３％

５％

１－２年

５％

８％

１５％

２－３年

１５％

３０％

３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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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４年

３０％

５０％

５０％

４－５年

３０％

８０％

８０％

５年以上

３０％

１００％

１００％

（２）计提坏账准备的说明
坏账准备计提是一项会计估计，应与资产质量状况相符并体现稳健性原则。根
据公司目前的实际经营情况，如杜绝签署垫资合同，在签署工程合同前都要对业主
进行资信调研，测算工程收款风险，并按公司规定的收款方式签署合同。在应收款
的内部管理上，公司每月制定收款计划，责任到人，目标考核，能较好控制发生坏
账的风险。
由于公司历年来坏账损失较少，１９９８－２００２ 年共发生坏账损失 １０８．５７ 万元，但
为了使公司的会计政策更加稳健，在 ２００１ 年，公司还是提高坏账计提比例。截止
２００１ 年末，共计提坏账准备 ２８９．１５ 万元。
公司于２００３年１月１２日召开了一届九次董事会，公司董事对公司执行的坏账准备
政策进行了再次讨论。从公司目前应收款项的管理制度及历史坏账的实际损失来看，
公司目前的坏账准备会计政策是稳健的，但考虑到同类上市公司综合坏账准备计提
比例平均在６％左右，故董事会作出决议，从２００２年起对公司的坏账准备计提比例进
行调整，截止２００３年６月３０日，共计提坏账准备１，１３８．０７万元。

３、存货跌价准备
（１）存货跌价准备计提方法
①期末存货计价采取成本与可变现净值孰低计价，按单个项目提取；
②原、辅材料等存货可变现净值以期末市价扣除必要的销售费用为确定依据，
工程成本按预计可收回金额与账面价值的差额计提存货跌价准备。
（２）计提存货跌价准备的说明
①公司存货分项为原材料、委托加工材料、在产品、产成品、工程成本；
②公司采购原材料是依照公司与客户签订工程合同后根据工程进度及生产加
工计划编制的采购清单进行的。若工程合同按期执行，则公司的原材料将不会产生
损失。若工程合同预计无法执行，则已按该工程合同采购清单购入的原材料将尽量
用于其它工程合同，否则按市价变现。基于上述公司原材料采购及使用的特点，公
司采购的原材料基本上都将按工程合同的执行进程迅速从原材料科目转入生产成
本及工程成本项目中，故期末原材料绝大部分系近期采购，并可明确用于现有及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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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工程。
根据公司原材料的特点，依据谨慎性原则，期末公司对原材料进行核查后，依
据其账面价值与可变现价值进行比较计提存货跌价准备。截止 ２００３ 年 ６ 月 ３０ 日公
司共提取存货跌价准备 １２０，１７０．９８ 元。
③公司存货中的委托加工材料、在产品、产成品、工程成本部分均是在公司签
定并执行相应的工程合同后形成，由于相应工程合同的总价（即预计可收回金额）
已经基本确定，若该工程合同继续执行，那么此部分存货的期末账面价值只要不低
于相应工程合同的预计可收回金额，则无论对应的市价如何，都不会形成存货跌价
损失。
根据以上特点，公司在期末对此部分存货账面价值同各工程项目预计可收回金
额一一进行核查，按预计可收回金额低于账面价值的差额计提存货跌价准备。２００２
年末公司按上述方法根据谨慎性的原则对委托加工材料、在产品、产成品、工程成
本计提了 １，０２３，７８０．４４ 元的存货跌价准备。
公司采取以上存货跌价准备提取方法符合公司自身的业务特点，其计提的比例
符合稳健性原则，与公司资产质量状况相符。
公司全体董事（包括独立董事）对公司存货跌价准备计提发表了如下意见：本
公司采取以上存货跌价准备提取方法符合公司自身的业务特点，计提比例符合稳健
性原则，与公司资产质量状况相符。
４、长期投资减值准备
（１）长期投资减值准备计提方法
公司于每期期末对长期投资的账面价值逐项进行检查，如果由于市价持续下跌
或被投资单位经营状况变化等原因导致其可收回金额低于投资的账面价值，并且这
种降低的价值在预计的未来期间内不可能恢复时，按其预计未来可收回金额低于账
面价值的差额，逐项计提长期投资减值准备，计入当期损益。
（２）计提长期投资减值准备的说明
①公司长期投资均为对下属控股子公司的长期股权投资；
②公司下属已进行经营的控股子公司，历年来经营状况良好；
③根据公司及下属控股子公司历年的经营状况以及未来的发展趋势，公司及所
有的控股子公司未来的经营状况呈持续上升势头；
④公司未提取长期投资减值准备符合公司的实际状况，符合稳健性原则。
５、委托贷款减值准备
（１）委托贷款减值准备计提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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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末，公司按委托贷款的本金高于可收回金额的差额计提委托贷款减值准备。
（２）计提委托贷款减值准备的说明
公司目前无委托贷款，近期也没有进行委托贷款的计划，故公司目前未提取委
托贷款减值准备。
６、固定资产减值准备
（１）固定资产减值准备计提方法
固定资产在期末时按照账面价值与可收回金额孰低计量，对可收回金额低于账
面价值的差额，按单项固定资产计提固定资产减值准备。
（２）计提固定资产减值准备的说明
①截止 ２００３ 年 ６ 月 ３０ 日公司固定资产分项如下：
项

目

原

值

累计折旧

净

值

房屋及建筑物

２２４，９８８，４９０．０５

１９，６０９，４２０．５２

２０５，３７９，０６９．５３

机器设备

１６１，４１７，１２９．４７

２４，０５４，９７１．４５

１３７，３６２，１５８．０２

电子设备

１０，８９４，５１８．３９

２，１９３，８３９．１５

８，７００，６７９．２４

合

３９７，３００，１３７．９１

４５，８５８，２３１．１２

３５１，４４１，９０６．７９

计

②公司现有房屋及建筑物均由公司自建，公司自行建造的实际成本较委托他人
建造低；公司现有房屋及建筑物主要为生产厂房，目前都在使用，且利用率较高；
公司房屋建筑物目前成新度较高，尚可使用年限也较折旧剩余年限为多；若按现有
房屋建筑物规模及成新度，购入或建造相同的房屋建筑物，所需投入的成本较房屋
建筑物期末净值高。综上，故公司期末未对房屋建筑物提取固定资产跌价准备。
③公司现有机器设备中，大部分是直接用于钢结构产品的生产、安装；公司的
机器设备成新度偏高，公司机器设备的综合利用率较高；公司机器设备折旧年限偏
短，期末账面价值较购入同期成本为低；故公司期末未对机器设备计提固定资产减
值准备。
④公司现有电子、运输设备目前都在使用，且利用率较高；但部分电子设备等
由于技术更新较快，市场价格下跌，导致可收回金额低于账面价值，故公司按其差
额计提固定资产减值准备 ６２０，２０１．８３ 元。
７、在建工程减值准备
（１）在建工程减值准备计提方法
公司期末对在建工程进行逐项检查，如果有证据表明在建工程已发生减值，按
预计可收回金额低于账面价值的差额提取在建工程减值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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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计提在建工程减值准备的说明
①公司在建工程期末主要为在建的新厂房；
②公司在建的新厂房系由公司自建，实际投入成本较委托他人建造低；
③公司现有在建工程均在近期才开始进行；
④公司期末对各项在建工程进行检查，未发现致使在建工程发生减值的因素，
故未提取在建工程减值准备。
８、无形资产减值准备
（１）无形资产减值准备计提方法
公司在期末时对无形资产进行逐项检查，按无形资产预计可收回金额低于账面
价值的差额计提减值准备。
（２）计提无形资产减值准备的说明
①公司无形资产均为土地使用权；
②因公司项目规模较大，在取得上述土地使用权时是按照重点项目进行，地价
相对较低；
③上述土地所在的区划内目前土地资源紧张，地价较公司取得土地使用权时上
涨；
④公司土地现在都在进行利用；
⑤公司期末对各项无形资产进行检查，未发现致使无形资产发生减值的因素，
故未提取无形资产减值准备。

本公司独立董事认为，在报告期内，本公司根据资产质量状况，已足额计提了
资产减值准备，公司资产减值准备计提政策稳健。
本次发行的会计师认为，根据目前的经营情况，公司已足额计提了各项资产减
值准备，不会由于计提各项资产减值准备不足而影响公司持续经营能力。
主承销商认为，公司在报告期内已足额计提了资产减值准备，资产减值准备计
提与公司的资产质量状况相符。截止目前，未发现杭萧钢构因计提资产减值准备而
影响其持续经营能力的情况。
（五）原始财务报告与申报财务报告差异比较
２０００ 年度原始财务报告数据与申报财务数据之间的存在差异，形成这些差异的
主要原因是公司在 ２０００ 年 １ 月 １ 日至 ２０００ 年 １２ 月 ２８ 日为有限责任公司，执行《施
工企业会计制度》，２０００ 年 １２ 月 ２８ 日整体变更为股份有限公司后，执行《股份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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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公司会计制度》及其相关规定，从 ２００１ 年始执行《企业会计制度》及其相关规
定。本次申报财务报告各期数据业已根据《企业会计制度》及其相关规定对相关项
目进行调整。公司 ２００１ 年度、２００２ 年度及 ２００３ 年 １－６ 月原始财务报告与申报财务
报告无差异。
１、合并资产负债表差异表
单位：人民币元
2000 年 12 月 31 日
资

产

原报表

申报报表

差异

流动资产:
货币资金

20,575,871.57

22,075,871.57

-1,500,000.00

应收帐款

31,625,927.81

53,781,645.16

-22,155,717.35

其他应收款

24,105,980.67

30,503,396.30

-6,397,415.63

-38,693.22

1,147,708.31

-1,186,401.53

应收帐款净额

55,770,601.70

83,137,333.15

-27,366,731.45

预付货款

17,013,088.32

19,705,472.98

-2,692,384.66

存

54,700,078.37

31,948,388.77

22,751,689.60

-

500,000.00

-500,000.00

存货净额

54,700,078.37

31,448,388.77

23,251,689.60

待摊费用

747,176.13

550,805.98

196,370.15

148,806,816.09

156,917,872.45

-8,111,056.36

长期股权投资

-2,916,003.12

-3,268,579.84

352,576.72

长期投资合计

-2,916,003.12

-3,268,579.84

352,576.72

长期投资净额

-2,916,003.12

-3,268,579.84

352,576.72

108,326,421.60

106,688,421.60

1,638,000.00

17,475,311.77

18,065,845.14

-590,533.37

90,851,109.83

88,622,576.46

2,228,533.37

4,077,708.61

4,077,708.61

-

94,928,818.44

92,700,285.07

2,228,533.37

2,294,951.45

2,214,951.45

80,000.00

576,125.23

276,414.06

299,711.17

2,871,076.68

2,491,365.51

379,711.17

243,690,708.09

248,840,943.19

-5,150,235.10

短期借款

85,950,000.00

93,950,000.00

-8,000,000.00

应付票据

13,100,000.00

13,100,000.00

-

应付帐款

29,888,501.56

29,888,501.56

-

应收票据

减：坏帐准备

货
减：存货跌价准备

流动资产合计
长期投资:

固定资产：
固定资产原价
减：累计折旧
固定资产净值
在建工程
固定资产合计
无形资产及其他资产:
无形资产
长期待摊费用
无形资产及其他资产合计

资 产 总 计
流动负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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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收货款

27,994,322.66

24,772,617.10

3,221,705.56

应付工资

1,327,910.72

1,327,910.72

-

应付福利费

1,700,887.45

2,232,012.25

-531,124.80

应交税金

3,834,333.83

7,708,121.52

-3,873,787.69

其他应交款

4,188,419.22

2,147,328.20

2,041,091.02

其他应付款

2,085,929.51

3,524,138.52

-1,438,209.01

18,560,623.91

19,460,623.91

-900,000.00

188,630,928.86

198,111,253.79

-9,480,324.93

预提费用
流动负债合计
长期负债:

-

长期借款
长期应付款

-

-

-

681,410.00

681,410.00

-

-

-

-

681,410.00

681,410.00

-

189,312,338.86

198,792,663.79

-9,480,324.93

其他长期负债
长期负债合计
负债合计
股东权益:

-

股本

52,366,823.00

52,366,823.00

资本公积

0.05

0.05

盈余公积

-

2,409.76

-2,409.76

-

1,204.88

-1,204.88

1,108,792.16

-3,223,707.43

4,332,499.59

-

-

-

股东权益合计

53,475,615.21

49,145,525.38

4,330,089.83

少数股东权益

902,754.02

902,754.02

-

243,690,708.09

248,840,943.19

-5,150,235.10

其中: 公益金
未分配利润
外币报表折算差额

负债及股东权益合计

-

２、合并利润及利润分配表差异表
单位：人民币元
2000 年
项

目

一、主营业务收入

原报表

申报报表

差异

120,492,786.18

124,499,292.29

-4,006,506.11

120,492,786.18

124,499,292.29

-4,006,506.11

78,926,065.47

85,816,911.91

-6,890,846.44

5,223,822.35

5,274,665.88

-50,843.53

36,342,898.36

33,407,714.50

2,935,183.86

35,671.35

35,671.35

-

营业费用

3,171,163.38

3,303,024.08

-131,860.70

管理费用

12,662,257.84

13,401,544.88

-739,287.04

财务费用

6,171,717.78

6,171,717.78

-

14,373,430.71

10,567,099.11

3,806,331.60

-

35,450.25

-35,450.25

86.05

86.05

-0.00

主营业务收入净额
减：主营业务成本
主营业务税金及附加
二、主营业务利润
加：其他业务利润

三、营业利润
加：投资收益
营业外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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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941.15

137,951.16

-101,010.01

187,220.47

-

187,220.47

14,523,796.08

10,464,684.25

4,059,111.83

-

-1,060,181.10

1,060,181.10

341,070.78

99,172.80

241,897.98

14,182,725.30

11,425,692.55

2,757,032.75

12,271,064.29

12,039,655.90

231,408.39

盈余公积转入

-

-

-

减：补充流动资产

-

-

-

26,453,789.59

23,465,348.45

2,988,441.14

-

1,204.88

-1,204.88

-

1,204.88

-1,204.88

七： 可供股东分配的利润

26,453,789.59

23,462,938.69

减：应付优先股股利

-

-

-

25,344,997.43

26,686,646.12

-1,341,648.69

1,108,792.16

-3,223,707.43

4,332,499.59

加：以前年度损益调整

四、利润总额
减：少数股东收益
所得税
五、净利润
加：年初未分配利润

六、可供分配的利润
减：提取法定盈余公积
提取法定公益金

转作股本的普通股股利
八：未分配利润

2,990,850.90

３、主要差异情况说明
（１）母公司
①增加收入 ５７４．５４ 万元，是由于根据《企业会计准则—建造合同》的要求按
完工百分比法确认收入造成。
②累计增加成本费用 １，０４４．４８ 万元。其中：
Ａ、根据完工百分比法加增主营业务成本 ６３４．４５ 万元及加增主营业务税金及附
加 ２１．２４ 万元；
Ｂ、按权益法对控股子公司本年度的亏损进行核算减少投资收益 ４０５．０４ 万元；
Ｃ、其他为调整跨期费用及会计差错等原因造成。
③由于收入、成本费用的调整致使减少净利润 ４６９．９４ 万元。
④累计调减资产 ４８６．９９ 万元。其中：Ａ、调整银行未达账项增加货币资金 １５０．００
万元；Ｂ、由于会计政策变更增加坏账准备 ８９．１２ 万元；Ｃ、由于根据完工百分比法
确认收入及往来科目重分类增加应收、预付款项 ６９７．１９ 万元；Ｄ、由于根据完工百
分比法确认成本及吉利集团公司诉讼影响（相关情况见 ９９ 年度差异说明）等原因
减少存货 ７２１．６２ 万元；Ｅ、由于采用权益法对控股子公司进行核算等原因减少长期
投资 ３１０．０４ 万元；Ｆ、调整对芜湖机械结构投资等减少固定资产 １６３．８０ 万元；Ｇ、
其他为调整跨期费用等原因造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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⑤负债：累积增加负债 １４０．２６ 万元。其中：Ａ、未达账项增加短期借款 １５０．００
万元；Ｂ、重分类及吉利集团公司诉讼影响（相关情况见 ９９ 年度差异说明）等原因
造成。
⑥权益：累积调减权益 ６２７．２５ 万元。其中：Ａ、由于调减本年净利润致使未分
配利润减少 ４６９．９４ 万元；Ｂ、由于会计政策变更计提坏账准备减少年初未分配利润
１４０．４９ 万元；Ｃ、其他为跨期事项等原因造成减少年初未分配利润造成。
（２）合并会计报表
①累计增加收入 ４００．６５ 万元，是由于根据《企业会计准则—建造合同》的要
求按完工百分比法确认收入造成。
②累计增加成本费用 ６７６．３５ 万元。其中：Ａ、根据完工百分比法增加主营业务
成本 ６８９．０８ 万元及增加主营业务税金及附加 ５．０８ 万元；Ｂ、由于会计政策变更计
提存货跌价准备增加费用 ５０．００ 万元；Ｃ、少数股东本期损失相应减少亏损 １０６．０２
万元；Ｄ、其他为调整跨期费用及会计差错等原因造成。
③由于收入、成本费用的调整致使减少净利润 ２７５．７０ 万元。
④累计增加资产 ５１５．０２ 万元。其中：
Ａ、调整银行未达账项增加货币资金 １５０．００ 万元；
Ｂ、由于会计政策变更增加坏账准备 １１８．６４ 万元、存货跌价准备 ５０．００ 万元；
Ｃ、调整于 ２０００ 年 １１ 月末收购的机械结构公司应在收购前确认的收入成本，
增加应收账款 １，３４６．９０ 万元，减少存货 １，４４３．２１ 万元；
Ｄ、由于根据完工百分比法确认收入及重分类增加应收、预付款项 １，７７７．６４ 万
元；
Ｅ、由于根据完工百分比法确认成本及吉利集团公司诉讼影响（相关情况见 ９９
年度差异说明）等原因减少存货 ８３１．９５ 万元；
Ｆ、调整对芜湖机械结构投资及补提折旧等减少固定资产净值 ２２２．８５ 万元；
Ｇ、其他为调整跨期费用等原因造成。
⑤累积增加负债 ９４８．０３ 万元。其中：
Ａ、为未达账项及重分类增加短期借款 ８００．００ 万元；
Ｂ、调整于 ２０００ 年 １１ 月末收购的机械结构公司收入时增加相关税费，约 ２００．００
万元；
Ｃ、其他为按完工百分比法确认收入成本影响相关负债科目、科目重分类及吉
利集团公司诉讼影响（相关情况见 ９９ 年度差异说明）等原因造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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⑥累积减少权益 ４３３．０１ 万元。其中：
Ａ、由于减少本年净利润致使未分配利润减少 ２７５．７０ 万元；
Ｂ、由于会计政策变更计提坏账准备减少年初未分配利润 １６３．２９ 万元；
Ｃ、其他为跨期事项等原因影响年初未分配利润造成。
（六）销售收入及成本的确认原则的说明
１、工程合同收入确认原则
（１）如果工程合同的结果能够可靠的估计
①在同一会计年度内开始并完成的工程合同，在合同完工时确认相关的收入；
②工程合同的开始和完成分属于不同的会计年度，在提供劳务的结果能够可靠
估计的情况下，公司根据完工百分比法，于资产负债表日确认相关的工程合同收入。
（２）如果工程合同的结果不能够可靠的估计
①合同成本能够收回的，合同收入根据能够收回的实际合同成本加以确认，合
同成本在其发生时即确认为当期损益；
②合同成本不能收回的，在发生时立即确认为当期损益。
２、销售商品收入确认原则
（１）公司已将商品所有权上的主要风险和报酬转移给购货方；
（２）公司既没有保留通常与所有权相联系的继续管理权，也没有对已售出的
商品实施控制；
（３）与交易相关的经济利益能够流入公司；
（４）相关的收入和成本能够可靠计量。
３、提供劳务：在劳务已经提供并收到价款或已取得收取款项的证据时，确认
劳务收入的实现。
４、让渡资产使用权：让渡资金的利息收入按让渡资金使用权的时间和适用利
率计算确定；让渡资产使用费收入按有关合同或协议规定的收费标准和使用时间计
算确定。
５、公司的产品成本采用分批法核算，完工后按批结转成本；工程项目成本按
工程项目核算。工程项目成本的结转按以下情况分别处理：
（１）如果工程合同的结果能够可靠的估计，在同一会计年度完成的工程项目，
在合同完成时按实际发生过的工程项目成本结转；工程合同的开始和完成分属于不
同的会计年度，公司按照完工百分比法，于资产负债表日确认合同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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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如果工程合同的结果不能够可靠的估计，公司于发生影响工程合同的结
果不能可靠估计的情况时立即确认为当期损益。

本公司认为以上销售收入及成本确认的方式符合《企业会计准则》及《企业会
计制度》的要求，符合稳健性的原则。
北京中天华正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及经办的注册会计师经审核后认为：公司
销售收入确认的方式符合《企业会计准则—建造合同》
、
《企业会计准则—收入》及
《企业会计制度》的要求，符合稳健性的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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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行后预期利润率的说明

根据中国证监会有关盈利预测的规定，本公司不出具盈利预测报告。公司所属
行业符合国家产业政策，产业发展前景广阔，且公司在行业地位具备一定的优势，
具有较强的竞争力，主要体现在技术优势、规模优势、品牌优势、管理优势等方面。
目前公司盈利能力强，近年来各项利润指标均持续增长，根据中天华正会计师事务
所出具的审计报告，本公司 ２０００ 年、２００１ 年、２００２ 年及 ２００３ 年 １－６ 月分别实现
净利润 １１４２．５７ 万元、１６７０．５１ 万元、４，３９６．７１ 万元和 ３，２９４．９０ 万元，加权净资
产收益率为 ３６．０３％、２９．０５％、５０．８０％和 ２６．７９％，远远高行银行同期存款利率。对
于 ２００３ 年度的整体业绩，根据公司目前已签订的销售合同，公司认为不会低于 ２００２
年度的业绩。２００３ 年如能发行成功，发行当年的预期利润率将高行同期银行存款利
率。具体原因如下：
１、截止 ２００３ 年 ６ 月 ３０ 日，本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正在履行的工程承包合同总
额为 １４６，３７０．０７ 万元，未实现销售的金额为 ７７，２７８．３７ 万元，根据 ２００３ 年的计划
及目前的市场状况，预计 ２００３ 年度主营业务收入将有较大幅度的增长。
２、根据建设部发布的《中国建筑技术政策》
（１９９６－２０１０ 年）中，我国明确提
出发展建筑钢材、建筑钢结构和建筑钢结构施工工艺的具体要求，使我国长期以来
实行的“节约钢材”政策转变为“合理用钢”政策。在建筑业中钢结构必将有更大
的发展，公司产品的市场前景广阔。
３、随着公司的“高层建筑钢—砼组合结构开发及产业化”项目的建成投产，
大大提高了公司钢结构加工生产能力；新成立的子公司山东杭萧钢构有限公司和河
南杭萧钢构有限公司也已成为了公司新的利润增长点。
主承销商认为：发行人经营稳健，外部环境正常，业务稳定，到目前为止，还
没有足以影响该公司 ２００３ 年业绩下滑的因素出现。根据公司目前的经营状况，以
公司最近三年的经营业绩为基础，以公司现时的经营能力、未来两年的投资计划及
其他资料为依据，在预期（2003 年）内发行人所遵循的政策、法律、税率以及当前
社会政治、经济环境不发生重大变化，预期内公司无其他不可抗力出现的情况，预
期发行人 2003 年的净资产收益率将不低于同期银行存款利率（一年期居民存款利
率 1.98%）。
公司律师认为：根据发行人所作的说明及发行人全体董事所作的承诺，发行人
预期利润率可达同期银行存款利率，符合《公司法》第一百三七条第（四）项的规
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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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财务指标

一、主要财务指标
主要财务指标

2003-6-30

2002-12-31

2001-12-31

2000-12-31

流动比率
速动比率

0.72
0.45

0.67
0.41

0.85
0.63

0.79
0.63

应收账款周转率（次）
存货周转率（次）
无形资产（土地使用权除外）
占净资产的比例%

4.57
3.83

7.26
6.53

5.24
6.56

3.17
3.25

0

0

0

0

资产负债率（%）（母公司）
每股净资产（元/股）

67.43
2.66

67.64
2.03

67.75
1.23

71.63
0.94

2003.1.1~
主要财务指标

2003.6.30

研究开发费用占主营业务收入比例(%)

1.16
５７．６８

0.87
１０８．３５

0.76
１０３．０６

６５．２９
２７．７５

１３３．３７
５０．４０

１１５．７２
４２．２２

１０５．３６
２１．５０

加权平均
全面摊薄

３１．４２

４７．４１

３３．３２

23.67

６２．０３
４１．２７

25.87

23.25

加权平均
扣除非经常性损 全面摊薄
益后的净利润
加权平均

26.79
19.01

５０．８０
４１．５６

29.05
29.14

36.03
12.76

全面摊薄

21.52
1.53

５１．１５
２．２０

32.72
1.27

19.77
0.64

营业利润

加权平均
全面摊薄
加权平均

1.53
0.74
0.74

２．２０
１．０３
１．０３

1.27
0.52
0.52

3.00
0.20
0.95

净利润

全面摊薄
加权平均

0.63
0.63

０．８４
０．８４

0.32
0.32

0.22
1.02

扣除非经常性损 全面摊薄
益后的净利润 加权平均

0.51
0.51

０．８５
０．８５

0.36
0.36

0.12
0.56

营业利润
净利润

主营业务利润
每股收益
（元）

2000 年

0.52

全面摊薄
净资产收
益率(%)

2001 年

0.32

每股经营活动现金流量（元/股）
全面摊薄
主营业务利润 加权平均

-

2002 年

二、主要财务指标计算说明
流动比率＝流动资产／流动负债
速动比率＝速动资产／流动负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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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收账款周转率＝主营业务收入／应收账款平均余额
存货周转率＝主营业务成本／存货平均余额
无形资产（土地使用权除外）占净资产的比例＝无形资产（土地使用权除外）
／净资产
资产负债率＝总负债／总资产
每股净资产＝期末净资产／期末股本总额
研究与开发费用占主营业务收入比例＝研究发展费用／主营业务收入
每股经营活动现金流量＝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年度末普通股

三、净资产收益率和每股收益计算公式
１、全面摊薄净资产收益率 ＝ 报告期利润 ÷ 期末净资产
２、全面摊薄每股收益 ＝ 报告期利润 ÷ 期末股份总数
３、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的计算公式如下：
报告期利润
净资产收益率（加权平均） ＝ ————————————————————
Ｅ０ ＋ ＮＰ÷２ ＋ Ｅｉ×Ｍｉ÷Ｍ０ － Ｅｊ×Ｍｊ÷Ｍ０
其中：Ｐ 为报告期利润；ＮＰ 为报告期净利润；Ｅ０ 为期初净资产；Ｅｉ 为报告
期发行新股或债转股等新增净资产；Ｅｊ 为报告期回购或现金分红等减少净资产；Ｍ０
为报告期月份数；Ｍｉ 为新增净资产下一月份起至报告期期末的月份数；Ｍｊ 为减少
净资产下一月份起至报告期期末的月份数。
４、加权平均每股收益的计算公式如下：
报告期利润
每股收益（加权平均） ＝ ——————————————————
Ｓ０ ＋ Ｓ１ ＋ Ｓｉ×Ｍｉ÷Ｍ０ － Ｓｊ×Ｍｊ÷Ｍ０
其中：Ｐ 为报告期利润；Ｓ０ 为期初股份总数；Ｓ１ 为报告期因公积金转增股本或
股票股利分配等增加股份数；Ｓｉ 为报告期因发行新股或债转股等增加股份数；Ｓｊ
为报告期因回购或缩股等减少股份数；Ｍ０ 为报告期月份数；Ｍｉ 为增加股份下一月
份起至报告期期末的月份数；Ｍｊ 为减少股份下一月份起至报告期期末的月份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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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

公司管理层的财务分析

本公司经营管理现以 ２０００ 年 １ 月 １ 日至 ２００３ 年 ６ 月 ３０ 日的经营及财务情况
为基础进行分析，以提供公司财务状况的准确信息。

一、财务状况分析
（一）资产质量分析
１、资产规模稳步扩大。公司 ２０００、２００１、 ２００２ 年末及 ２００３ 年 ６ 月 ３０ 日的
总资产分别为 ２４，８８４．０９ 万元、２９，０２１．１３ 万元、６１，２３４．５０ 万元和 ８２，８６５．６８ 万
元。２００３ 年 ６ 月末资产总额分别是 ２００２、２００１、２０００ 年末资产总额的 １．３５ 倍、２．８６
倍、３．３３ 倍。
２、资产结构稳定。从 ２０００ 年到 ２００３ 年 ６ 月末，公司资产包括流动资产、长
期投资、固定资产与在建工程、无形资产及其他资产等。除了 ２００２ 年末由于山东
杭萧、青岛杭萧、河南杭萧及洛阳杭萧新建成或在建，公司固定资产比例所有上升
外，其余各年流动资产的比重稳定在 ５０％～６５％之间；长期投资比重的变化主要是由
于合并报表范围变化所致。具体结构如下表所示：
资 产
流动资产
长期投资
固定资产与在建工程
无形资产及其他资产
合计

２００３ 年 ６ 月末 ２００２ 年末 ２００１ 年末 ２０００ 年末
５０．４１％
４７．３４％
５４．８１％
６３．０６％
－０．４０％
－０．５５％
４．５４％
－１．３１％
４７．０８％
５１．３６％
３９．７８％
３７．２５％
２．９１％
１．８５％
０．８７％
１．００％
１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３、资产质量较高。具体表现在以下方面：
一是货币资金比例稳定，２０００、２００１、２００２ 年末及 ２００３ 年 ６ 月 ３０ 日，货币资
金占流动资产的比例分别为 １４．０７％、２０．９４％、５．９８％和 １５．９２％，公司有较充裕的货
币资金保持公司日常运转。
二是应收账款周转快、货款回收的风险较小，２０００、２００１、２００２ 年及 ２００３ 年
１－６ 月应收账款周转率分别为 ３．１７ 次／年、５．２４ 次／年、７．２６ 次／年和 ４．５７ 次／年，
周转天数分别为 １１３．５６ 天、６８．７０ 天、４９．５９ 天和 ７８．７７ 天。截至 ２００３ 年 ６ 月 ３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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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由于业务规模的扩张，公司应收账款余额为 １５，５７６．２５ 万元，占到流动资产总
额的 ３７．２９％，其中账龄在一年以上的占应收账款的 １２．７１％，主要是质量保证金，
公司不存在三年以上应收账款；公司 ２０００、２００１、２００２ 年末两年以上应收账款所
占比例分别为 １．７５％、０．８７％和 ０．３７％，两年以应收账款所占比例逐年下降，表明公
司销售信用好，货款回收的风险小。
三是存货周转水平不断提高，２０００、２００１、２００２ 年及 ２００３ 年 １－６ 月存货周转
率分别 ３．２５ 次／年、６．５６ 次／年、６．５３ 次／年和 ３．８３ 次／年，周转天数分别为 １１０．７７
天、５４．８８ 天、５５．１３ 天和 ９３．９９ 天，公司通过加强存货管理，减少资金占用水平。
四是无形资产占净资产的比例符合中国证监会的相关规定。截至 ２００３ 年 ６ 月
３０ 日公司无形资产余额为 ２，１７３．０４ 万元，系以购买方式取得的土地使用权。
公司严格按照《企业会计制度》的规定，对各项资产进行了全面检查，并根据
谨慎性原则的要求，合理地预计各项资产可能发生的损失，对可能发生的损失计提
了减值准备。截止 ２００３ 年 ６ 月 ３０ 日，本公司各项资产减值准备余额 １，３１４．４８ 万
元，其中：坏账准备 １，１３８．０７ 万元、存货跌价准备 １１４．３９ 万元、固定资产减值准
备 ６２．０２ 万元。
（二）资产负债结构的合理性分析
资产负债结构较为合理。２０００、２００１、２００２ 年末及 ２００３ 年 ６ 月 ３０ 日，公司资
产负债率分别为：７１．６３％、６７．７５％、６７．６４％和 ６７．４３％。公司负债率一直较高，主要
是因为公司处于快速成长期，为了积极把握发展机遇，在确保盈利的情况下，充分
利用负债手段，快速扩张和提升公司生产经营规模，建立自己的竞争优势。２００２ 年
末及 ２００３ 年 ６ 月 ３０ 日公司净资产比例分别为 ３２．３６％、３２．５７％，均高于中国证监会
关于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发行人“发行前一年末净资产占总资产的比例不低于 ３０％”
的规定。公司本次发行后，资产负债率将降至 ４５％左右，必将进一步促进公司快速、
健康地发展。
（三）现金流量及偿债能力分析
本公司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充足。２００２ 年度及 ２００３ 年 １－６ 月的经营活动
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分别为 ４，５７５．６２ 万元、６，０６３．０３ 万元，远远高于同期的净利
润 ４，３９６．７１ 万元和 ３，２９４．９０ 万元，说明公司实现的利润质量高，经营活动的现金
流量充足，能为公司发展提供一定的资金支持。公司 ２００２ 年及 ２００３ 年上半年每股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分别为 ０．８７ 元和 １．１６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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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公司加大了对主营业务的投入，投资活动强劲，２００２ 年及 ２００３ 年上半年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分别为－１５，５０３．５７ 万元、－６，８６０．７０ 万元。
公司所处的行业特点以及公司的发展主要是依靠负债和自身积累方式完成的，
公司负债率较高，特别是短期负债较高。公司在 ２００１ 年开始实施“高层建筑钢—
砼组合结构开发及产业化”项目（该项目被国家经贸委列为《二 ＯＯＯ 年国家技术创
新重点专项计划》），其资金来源大部分为短期借款。截至 ２００３ 年 ６ 月 ３０ 日，本公
司银行借款总额为 ２６，４１５．００ 万元，其中短期借款 １８，４１５．００ 万元，长期借款
８，０００．００ 万元。由于公司不断地提高资金管理水平，包括广泛地与银行建立长期、
信任的合作关系，合理分配银行债务到期日，保持良好的信用基础，降低了偿还债
务的风险。

二、近三年业务进展与盈利能力分析
１、业务进展顺利，主营业务收入持续大幅增长。本公司的主营业务收入和利
润主要来源于钢结构制作与安装。２０００、２００１ 和 ２００２ 年公司主营业务收入分别为
１２，４４９．９３ 万元、３０，９５９．１７ 万元和 ６３，６３８．０９ 万元，分别比上年同期增长了
１２５．１３％、１４８．６７％和 １０５．５５％。２００３ 年上半年实现主营业务收入 ６０，７１０．５７ 万元，
占 ２００２ 年全年的 ９５．４０％，根据目前已签订合同及合同执行情况分析，２００３ 年公司
主营业务收入还将保持快速发展势态。
２、盈利能力较强，营业利润快速增长。２０００、２００１、２００２ 年及 ２００３ 年 １－６
月公司销售毛利率分别为 ３１．０７％、２４．１６％、２１．０８％和 １５．２１％，逞下降趋势，一方
面是表明市场竞争更加激励，特别是在轻钢市场由于众多竞争对手的加入，毛利率
较低，另一方面也公司实施规模化战略的结果，近三年来公司利润总额并未受毛利
率下降受影响，呈快速成长势态：２０００、２００１、２００２ 年及 ２００３ 年 １－６ 月营业利润
分别为 １，０５６．７１ 万元、２，７２５．７９ 万元、５，３６８．７１ 万元和 ３，８６４．２９ 万元，２００１ 年
及 ２００２ 年分别比上年增长了 １５７．９５％和 ９６．９６％。２０００、２００１ 及 ２００２ 年加权平均净
资产收益率分别为 ３６．０３％、２９．０５％和 ５０．８０％，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加权平均净资
产收益率分别为 １９．７７％、３２．７２％和 ５１．１５％。

三、未来业务目标及盈利前景
公司将利用本次募集资金，尽快把公司开发的高层建筑钢—砼组合结构新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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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现产业化，并建立自己在高层钢结构领域竞争优势，实现钢结构的产品的配套化
及系列化。这将大提高本公司主营业务产品的附加值及整体盈利水平，保证股东利
益的实现。

四、公司主要财务优势
1、公司是国内最早从事轻钢结构生产的厂家之一，在市场上拥有相当的知名
度和品牌形象。同时，特别在多层及高层钢结构研发方面，公司在技术、管理、市
场开发等方面积累了一定的优势，具体表现为：
（1）公司技术力量较为雄厚。公司拥有研究开发人员 70 名，专门从事建筑钢
结构体系研究开发，保证公司技术上的领先和持续竞争能力。其中教授级 1 名，高
级工程师 14 名，硕士 5 名。
（2）公司设备先进。目前公司的设备主要来自于日本、美国、新西兰等国家，
大部分采用电脑数控，质量好、效率高在国内同行中处于领先水平。保证公司的盈
利能力。
（3）公司已在全国 14 个省会城市建立较为完善的营销网络，业务能覆盖全国
主要的经济发达区域。
2、公司拥有一定的成本优势。公司形成了一定的规模经济，效率较高，综合
成本低。同时在外地设立子公司生产基地，劳动力成本、运输成本、原材料成本都
具备优势。
3、公司盈利能力强，盈利质量高。2000 年、2001 年、2002 年全面摊薄法计算
的净资产收益率分别为 ２３．２５％、２５．８７％和 ４１．２７％，公司盈利能力强，资本的回报
率高。
4、公司资产运营质量好。２００２ 年度公司的应收账款周转率为 ７．２６ 次、存货周
转率为 ６．５３ 次。由于公司加快工程和销售款的回收，科学地确定存货量，公司保
持较高的应收账款周转率和存货周转率，资金使用效率较高，同时现金流量好，能
为公司的发展提供一定的资金支持。

五、公司可能面临的财务困难
本公司的财务困难及风险如下：
１、公司目前融资渠道少。公司业务发展所需的资金基本上通过自有流动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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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银行贷款解决。公司要想拓展业务，以谋求良好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会受到资
金短缺的制约。因此，本公司决定采取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这一从资本市场直接获
取资金的方式，以满足本公司进一步发展的需要。
２、债务结构不尽合理。截至 ２００３ 年 ６ 月 ３０ 日，本公司银行借款总额为 ２６，４１５．００
万元，其中短期借款 １８，４１５．００ 万元，长期借款 ８，０００．００ 万元。短期借款数额大，
负债结构不合理。本公司将采用包括资本市场融资等多渠道融资手段，拓宽融资渠
道，改善负债结构，降低资产负债率，进一步降低财务风险。
根据目前管理层能预见的，有以下几个因素将影响到本公司的快速发展：
１、由于钢结构是一个新兴行业，具有较高的投资回报率，随着进入该行业的
企业的大量增加，特别是传统的建筑行业企业的介入，竞争将更加激烈，只有那引
些具有一定品牌优势和核心竞争力的企业才能在竞争中胜出。
２、公司业务较为集中，所从事的业务受国家宏观经济政策影响较大，如果出
现经济发展放缓，基本建设投资减少将对公司的业务造成较大的冲击。
３、由于公司是典型定单式生产和销售企业，公司的市场营销能力对公司的经
营业绩具有重要的影响。公司近年来通过专业咨询公司不断改善自己的营销网络和
优化自己的市场策略，但其有效性还需通过市场实践来检验和完善。
４、公司在继续扩张原有轻钢业务的同时，在 ２００１ 年进入了高层钢结构市场。
尽管公司目前拥有用于高层建筑的“钢—砼组合钢结构”技术，能否在高层钢结构
的市场竞争中迅速建立自己的竞争优势还具有一定的不确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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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务发展目标

一、公司发展目标
本公司经过八年的发展，已经实现了从单一产品业务向组合产品业务的发展阶
段，产品业务单元包括轻型钢结构、多层及高层钢结构（重点是钢管混凝土结构）。
本公司发展目标是：在未来 ５ 年内，形成轻型钢结构、多层及高层钢结构（包括钢
－砼组合结构）、住宅钢结构及其配套产品系列化。
本公司的发展目标将分为两阶段：近期的发展目标是扩大规模，推广应用钢结
构新技术，强化市场品牌；中远期发展目标是通过加大科技投入，吸引优秀的高级
技术人才和高级管理人才，把公司发展成为一个以技术和服务为主导的行业领先
者。

二、公司发展战略
本公司所从事的建筑钢结构业务流程可以分为相互促进和不可或缺的三个方
面：

钢结构设计

钢结构加工制作

钢结构安装与施工

建 筑
钢 结
构 工
程

根据目前市场需求以及本行业发展的实际状况来看，本公司业务发展现时的
“瓶颈”在于钢结构加工制作方面，钢结构的加工制作的规模远远不能满足公司业
务发展的需要。
从本公司业务的价值链角度分析，围绕公司的核心能力品牌经营，本公司业务
包含了五个关键的价值链环节，其如下图所示。
随着钢结构行业发展的成熟，钢结构企业的核心竞争力将转移到钢结构的设计
能力和服务水平上。围绕公司业务的五个关键价值链环节，本公司将实施如下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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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牌经营

１、公司的总体战略
在未来 ５ 年左右的时间，成为最具品牌的专业建筑钢结构制造与服务商。
为此，公司将充分发挥经营机制灵活，技术力量坚实的优势，以市场为导向，
以新型建筑钢结构的研发与应用为手段，以品牌经营为核心，实施差别化战略，全
面强化业务价值链。
２、公司的细分战略
为达成公司的总体战略，公司将在业务价值链的五个关键环节上形成自己的竞
争优势，并将具体实施以下细分战略：
（１）产品经营战略。根据目前公司业务单元的不同发展阶段和特点，本公司
将采取相应的产品战略。在轻钢结构业务方面，由于本身技术较为成熟，本公司将
通过强化市场营销，提高产品的市场占有率，并成为公司稳定的利润来源。高层钢
结构作为公司重点发展和新拓展的业务，本公司将以品牌经营为核心，以创新技术
的运用为突破口赢得市场。
（２）品牌经营战略。全面实施品牌经营战略，在公司钢结构设计、制作、安
装业务流程中全过程导入精品意识，提高公司产品和服务质量，强化“杭萧钢构”
品牌形象，形成公司的竞争优势。
（３）市场营销战略。“以点带面、全面发展”的原则，以精品项目形成品牌优
势，带动区域市场的拓展，并在重点发展区域设立生产基地，开发当地市场，辐射
周边地区，提高市场占有率。
（４）人才储备战略。公司凭借灵活的管理体制及薪酬机制，吸引、储备高素
质的人才，形成人才梯队，重点培养一批中高级管理型、技术型人员。
（５）科技发展战略。通过进一步加强与高等院校和科研院所的合作、积极参
与国家标准的制定、追踪并吸收当今建筑钢结构先进应用技术，推动科研成果不断
转化为生产力，形成公司的技术领先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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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本次发行当年及未来两年的发展计划
１、整体经营目标及主营业务的经营目标
（１）公司在未来 ２￣３ 年内，整体经营目标是完成《高层钢结构建筑生产线扩
建项目》
、
《引进高性能钢建筑围护系统设备技术改造项目》
、
《引进全自动轻钢结构
焊接生产线技术改造项目》等技术改造项目，初步形成以高层钢结构为拳头产品，
轻钢结构、高层钢结构、住宅钢结构三大产品系列，年生产能力达到并超过 ２０ 万
吨。
（２）加大市场开发力度，在国内市场成熟地区内设立经营机构或生产基地。
公司已在华东、华北、华南、西南、中南、西北、东北等各大区域内都设立了自己
的经营机构，进入了全国大部分市场。公司还将择机在市场较为成熟的地区设立生
产基地，进一步强化自己的市场地位，提高市场份额，成为国内行业内领先者。
２、产品开发计划
根据公司发展规划，依靠品牌、技术优势，在巩固和扩大现有产品市场占有率
的同时，公司将大力开发新的钢结构产品，以及与高层钢结构、住宅钢结构相配套
的产品，对墙体、屋面、楼层板等产品进行研制开发，近三年的产品开发计划如下：
产品名称

产品开发目标
? 满足轻质和足够的强度、
刚度要求

墙体结构

产品特点

产品市场现状

? 墙体造价低廉

? 可选择材料不少

? 墙体可更换

? 研发成功实用者不多

? 足够的耐火性能

? 现有的楼承板结构体系绝

? 要求有良好的隔音、隔热、
保温性能
? 外表面要具有防渗漏功能
? 研发一种压型钢板，与现

楼盖结构

浇混凝土结合后，替代钢 ? 节省钢材
筋受力工作

? 不需防火材料

大多数不耐火，易腐蚀
? 国外有类似产品，国内待
开发

? 色彩丰富美观
屋面系统

? 保持长久不渗漏雨水

? 可 免 除 雨 水 之 患 ? 在国外得到大力发展，近
和普通卷材屋面

年国内大量采用

的渗漏缺陷

３、人员扩充计划
公司坚持“以人为本”的用人理念，建立科学化、规范化、系统化的人才培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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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系，建立合理有效的激励约束机制，造就一支高效、勤奋、开拓、创新的队伍。
根据公司总体发展战略，按照提高效率、优化结构和保证发展相结合的原则，
结合公司不同发展阶段的特点和要求，着重引进和培养公司急需的高级管理、科研
开发、市场营销方面的专门人才。
在未来 ３ 年，随着山东杭萧和河南杭萧的设立及公司业务的拓展、公司扩建的
完成，公司人员将需要大力扩充。到 ２００４ 年，公司计划引进 ５０ 名左右的高级技术
人才，２００ 名左右中级职称的技术管理人员，１０ 名左右的中高级管理人才。
４、技术开发和创新计划
公司始终把技术开发和创新作为公司发展战略的核心，不断提高自身技术开发
水平、增强技术开发和创新能力。具体的技术开发和创新计划有：
（１）扩建公司现在的技术中心。在现有技术中心的基础上，充分利用公司经
营机制优势，引进国内外优秀人才，进一步增强公司自主研发、设计能力。同时，
采取招聘或聘请技术顾问等多种方式将一批在国内外钢结构产业界有广泛影响的
专家学者充实到公司技术中心。
（２）加强与科研院所的合作关系。公司继续采取与高等院校、科研机构合作
研究、委托研究或建立联合研究所等形式，建立战略合作关系，开展建筑钢结构应
用技术的研究，不断开发、引进新技术、新工艺。
公司计划在现有“浙江大学杭萧钢构研究开发中心”的基础上，再新建 ２～３
家公司与高校或科研单位联合的技术开发中心。同时争取在 ２０１０ 年前建成“建筑
钢结构应用技术”博士后流动工作站。
（３）突出重点研究领域。在建筑钢结构应用技术的研究领域，重点是对高性
能屋盖结构、高层钢结构体系以及与高层钢结构配套的墙体材料、楼承板等的研究，
以使其与钢管砼组合结构配套，并实现产业化。
（４）完善开发手段。在产品开发过程中，进一步引进国内外先进的计算机辅
助设计手段，进行二次开发；力争在 ２００４ 年前建成浙江省“省级钢结构测试中心”，
全面提高钢结构及配套产品的试验和测试能力。
（５）建立一支优秀的技术开发队伍。公司将通过引进、自主培养等方式建立
一支高素质的技术开发队伍。公司为科技人才的成长创造优良的环境，充分调动科
技人员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为不断推出创造性的高科技成果提供人员保证。
５、市场开发与营销网络建设计划
市场开发和网络建设是杭萧钢构扩大市场份额、强化品牌优势、可持续发展的
重要步骤，是公司将优势转化为利润、为股东创造价值的关键环节。公司充分认识
到营销网络建设的重要性，将遵循“巩固、挖掘现有市场，培育、拓展新兴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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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思路，坚决贯彻实施“以点带面、全面发展”的营销战略，确保销售收入持续稳
定增长。
市场开发方面，公司大力拓展轻钢结构的全国性市场，以此提高公司的市场覆
盖率。同时，在经济发达地区及经济快速增长地区积极探索和发展高层钢结构，使
其成为公司的利润增长点，并籍以提高公司的品牌形象。公司现阶段亦将择机开拓
住宅钢结构市场。
营销网络建设方面，公司将逐步建立一个覆盖全国主要省区的钢结构销售网
络，重点巩固与发展江苏、浙江、安徽、山东、江西、北京、陕西、河南、新疆等
地区市场，积极培育和开拓中西部市场，特别关注经济开发区、城市发展区、经济
快速增长区的市场需求。
生产基地建设方面，在现有的浙江、安徽、河南、山东生产基地的基础上，在
未来 ３ 年，力争每年新建 １～２ 个生产基地，布局在吉林、四川、北京等公司重点
巩固或发展的地区。
品牌建设方面，公司将根据不同的市场特点，分阶段、有针对性地实施品牌形
象，借助在轻型钢结构、高层钢结构等领域的精品工程，强化品牌形象，以推动公
司市场占有率的稳步提高。
６、再融资计划
公司将以规范的运作、科学的管理、优良的业绩、持续的增长、丰厚的回报给
投资者持久的信心，确保公司的持续融资能力。公司还将通过申请短期贷款、技改
专项贷款和企业自筹手段筹措资金，建立起资金的良性循环渠道。公司所筹集的资
金将主要用于生产基地建设、营销网络建设、技术改造项目，以提高公司整体生产
规模和技术水平。
７、收购兼并及对外扩充计划
公司将以合资、合作或自主投资的方式在全国范围建立生产基地和营销网点。
公司将在主营业务范围内，围绕着重点发展的轻型钢结构、高层钢结构、住宅钢结
构产品系列，收购兼并与公司产品密切关联、业绩优良的钢结构企业，形成规模经
济，实现公司经营规模产品系列化的战略目标。
８、深化改革和组织结构调整的规划
公司将根据发展战略不同阶段的不同特点，继续深化改革、进行组织结构的调
整。在制度建设方面，公司将在恰当时机实施经营者期股计划，完善公司的激励机
制。在组织结构方面，公司将加强建筑钢结构技术研究、新产品开发、市场营销等
职能部门的建设。同时，为更好地进行规范管理，公司将建立和完善公司的风险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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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部门，加强证券、审计部门的力量。
１０、国际化经营的规划
公司将逐步实施国际化经营战略，从海外或外企引进高级工程管理、招投标及
技术人才，加强公司的整体经营管理及技术水平。在国际市场开拓方面，公司拟组
织加工出口业务，同时将重点开拓东南亚市场；同时，也将通过与国际知名公司合
作并采取成为其分包供应商等方式参与国际竞争，逐步增强公司的国际竞争力。

四、实现上述目标的假定条件和困难
１、依据条件
公司拟定上述计划的主要依据在于两个方面的条件：一是宏观经济、政治和社
会环境的持续、稳定、健康发展，国家建筑钢结构产业政策和市场处于正常发展状
态；二是此次公开发行的顺利实施和募股资金的及时到位。公司上述两年内的发展
规划，包括生产、科研、销售等各方面都有赖于大量资金的投入，单纯依靠公司目
前的自有资金和银行贷款是无法在短期内实现上述目标的。
２、面临的主要困难
１、目前，我国在建筑钢结构技术应用上还处于起步阶段，人们对其的认识还
有待提高。许多人还处在秦砖汉瓦、钢筋混凝土等建筑结构的思维模式中，有碍于
本公司钢结构技术的推广和应用。
２、行业规范有待建立健全。钢结构生产的产品质量对本行业的健康发展具有
重要的意义，目前国内部分钢结构企业不具备相应资质，管理体制和生产设备都较
落后，同时某些地区的地方保护主义，也影响到行业内企业的正常竞争和发展。
３、钢结构专业人才不足。由于历史和认识等多方面的原因，国内中青年钢结
构专家明显缺乏，使我国钢结构人才出现不足。

五、实现上述目标的主要经营理念
本公司以“发展民族钢结构产业，推动中国建筑现代化”为使命，以“做用户
最值得信赖的朋友”为宗旨，以“营造时代空间”为产品理念，以“为顾客、员工、
股东带来最大价值”为基本经营理念，坚持“品质制胜、效益为先”的原则，致力
于发展建筑钢结构主业，做大做精做强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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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发展规划与现有业务的关系
公司发展计划是现有业务的延伸，现有业务是公司发展计划的基础。公司现有
的以轻型钢结构为主打产品的生产经营业务是制定发展计划的基础，公司在现有主
打业务得到发展的同时，将逐步扩大高层钢结构的业务份额，并适机进入住宅钢结
构业务领域。现有轻型钢结构业务所实现的利润，将为公司实现上述发展计划提供
自有资金积累。
按照公司的发展计划，公司将形成轻型钢结构、高层钢结构、住宅钢结构三大
产品系列，并具备配套产品生产能力，集设计、制作、安装业务于一身，从而实现
产业化经营的目标。

七、本次募股资金对实现业务发展目标的作用
本次向社会公开募股，为实现公司经营目标提供了充足的资金来源，保证了公
司的投入规模，尤其是为企业下一步发展筹资打通了联系资本市场的渠道；本次募
股，使公司从非公众公司变成公众公司，进一步完善了公司的法人治理结构，实现
了公司体制的升级，促进了公司管理水平的提高，为公司业务的快速发展和经营目
标的实现奠定了基础；本次募股，将极大地提高公司的社会知名度和市场影响力，
为公司开拓市场具有较大的促进作用；本次募股资金的运用，将使公司的发展产生
质的飞跃，使公司能够迅速进行技术改造，进一步提高技术装备水平，扩大生产规
模，产生规模效益。因此，本次募股，对于公司今后的发展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

八、公司业务发展趋势
公司目前业务发展良好。从行业发展来看，建筑钢结构属我国政策鼓励发展的
行业，属朝阳行业。从产品生命周期看，建筑钢结构还处于导入期，有较大的发展
空间。从行业内本公司的竞争地位看：（１）在轻型钢结构方面，由于本公司是最早
从事轻钢结构生产制作厂商之一，具有较强的技术优势，能客户提供从设计、制作、
安装一体化服务，该业务将成为公司稳定的利润来源；（２）在高层钢结构方面，本
公司所拥有的矩形钢管混凝土新技术将为本公司业务发展带来新突破。
本公司两项业务的发展，依赖以下两方面的因素：第一，我国经济稳定、持续
发展，经济环境没有大的变化，特别是我国基本建设投资保持稳定的增长。第二，
本公司控股方、管理层和核心技术人员没有大的变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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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章

募股资金运用

一、预计募集资金量
公司本次将向社会公开发行 ２，５００ 万股 Ａ 股，发行价格为 １１．２４ 元，扣除发行
费用后，实际募集资金：２６，３５７．９１ 万元。

二、股东大会对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意见
根据公司的发展规划，经公司 ２００１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通过，公司拟将所募股
资金用于以下 ３ 个项目：１、高层钢结构建筑生产线扩建项目；２ 、引进高性能钢
建筑围护系统设备技术改造项目；３、引进全自动轻钢结构焊接生产线技术改造项
目。

三、投资项目安排及立项审批情况
序

批准投资额（万元）
项目

号

募股投资额
总投资

固定资产

批准情况

流动资金
该项目经国家经贸委国经贸以投
资［２００２］１１１ 号授权，浙江省经济

１

高层钢结构建筑

贸易委员会以浙经贸投资

１８，２６６

１５，５６６

２，７００

１８，２６６

生产线扩建项目

［２００２］３４０ 号文《关于浙江杭萧钢
构股份有限公司高层钢结构建筑
生产线技改项目可行性研报告的
批复》批准
浙江省经贸委浙经贸投资

引进高性能钢建
２

筑围护系统设备

［２００２］４１９ 号《关于浙江杭萧钢构

６，０１０

４，８１０

１，２００

６，０１０

股份有限公司引进高性能钢建筑
围护系统设备技改项目可行性研

技术改造项目

报告的批复》
浙江省经贸委浙经贸投资

引进全自动轻钢
３

结构焊接生产线

［２００２］４１８ 号《关于浙江杭萧钢构

４，１７０

３，８７０

３００

４，１７０

构焊接生产线技改项目可行性研

技术改造项目
合

计

股份有限公司引进全自动轻钢结
究报告的批复》

２８，４４６

２４，２４６

４，２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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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募股资金投资项目简介
（一）高层钢结构建筑生产线扩建项目
１、项目背景
我国建筑业发展的总目标是“提高建筑业的整体素质、生产工业技术装备水平，
达到在国际建筑市场中具有较强的竞争能力，并充分发挥建筑业在带动国民经济增
长和结构调整中的先导产业作用，到 ２０１０ 年使建筑业成为名副其实的国民经济支
柱产业。”建筑业要带动相关产业发展，加快发展建筑钢结构产业是其重要的内容。
建筑钢结构具有自重轻、强度高、安装容易、施工周期短、工业化程度高、抗
震性能好、投资回收快、环境污染少、外形美观等综合优势，与钢筋混凝土相比，
更具有在“高、大、轻”三个方面发展的独特优势，是环保型和可再次利用的。目
前在我国建筑工程领域中正在进行产品结构调整，长期以来混凝土和砌体结构一统
天下的局面正在发生变化，钢结构以其自身的优越性引起业内关注，已经在工程中
得到合理的、迅速的应用。
我国 ２０ 年来的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已经为建筑钢结构体系的应用创造了极
为有利的发展环境。从发展钢结构的主要物质基础来看，自 １９９６ 年开始我国钢总
产量每年就已超过 １ 亿吨，居世界首位。而且随着钢材产量和质量持续提高，其价
格正逐步下降，钢结构的造价也相应有较大幅度的降低。与之相应的是，钢结构配
套的新型建材也得到了迅速发展。钢结构技术设计、施工、验收的规范规程及行业
标准已制定、发行。经过几年来的发展，专业钢结构设计人员已经形成一定的规模，
专业素质在实践中得到不断提高。而随着计算机在工程设计中的普遍应用，国内外
钢结构设计软件发展迅猛，软件功能日臻完善，为协助设计人员完成结构分析和设
计，施工图绘制提供了极大的便利条件。
近年来，随着我国钢产量的大幅增加，品种和质量的提高，以及钢结构设计、
制作、施工技术的日趋完善，钢结构迅速在高层建筑中推广应用。
采用矩形钢管混凝土结构的高层建筑，近年来在一些发达国家得到了较快的发
展。高层和超高层建筑中应用矩形钢管混凝土结构，与其他传统结构相比，具有承
载力高、塑性和抗震性能优越、节省工料、施工简要、综合经济效益好的优点。因
此有着无可非议的广阔市场前景，可广泛应用于高层住宅楼、写字楼、宾馆和城市
设施等。本项目建设的 Ｈ 型和矩形钢管混凝土结构技术是高层钢结构的创新技术，
受到了国家有关部门的高度重视并列为国家经贸委 ２０００ 年国家技术创新重点专项
计划。所以，尽快实现该技术产业化已成为当务之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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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高层建筑钢结构成套技术上，我国与西方发达国家在钢材品种与规格、设计
理论与规范、构件加工与制作、施工技术与管理方面存在差距，如在构件的加工与
制作方面，国外发达国家已基本实现了 ＮＣ 专用机单机连续生产和构件生产半自动
化，并采用了 ＣＡＤ／ＣＡＭ 技术；而我国同类企业尚处于手工操作和局部的机械和生产
运作，效率较为低下。随着钢－砼组合结构在国内外市场的迅速拓展，工程订单纷
至沓来，现有的生产能力远远不能满足客户需求，同时对轻钢结构、多层及高层矩
形钢管混凝土结构在性能、寿命、精度等方面提出更严、更高的要求，现有钢结构
企业的生产制作装备水平与我国高层建筑钢结构的发展十分不相称，因此迫切需要
加快改造以适应多层及高层钢结构建筑的发展。
２、项目的投资概算情况
本项目总投资 １８，２６６ 万元，其中固定资产投资 １５，５６６ 万元（含 ４２０．６ 万美元），
具体内容为：设备购置及安装费 ７，１８４．３ 万元，包括进口设备 ３，６２３．６ 万元（含 ４２０．６
万美元）、国产配套设备 ３，５６０．７ 万元；新增投资公用配套设施 １，０６２．５ 万元；新
建生产厂房、构筑物及公用设施用房投资 ４，８９０．２ 万元、总图工程费用 ４３４．４ 万元；
供电贴费、前期工作费、勘察设计费等其他费用 ６３７．５ 万元；工程预备费 １，３５７．１
万元。铺底流动资金 ２，７００ 万元。
３、项目的技术含量
（１）技术水平
由本公司承担的《高层建筑钢－砼组合结构开发及产业化》项目，主要内容涉
及矩形钢管制作工艺研究、安装方法研究、生产工艺技术开发，编制《钢－砼组合
结构设计施工技术规范》、设计计算软件开发以及相关的试验研究工作等。２０００ 年
５ 月经国家经济贸易委员会国经贸技术［２０００］４９０ 号文批准，列入《二 ＯＯＯ 年国家
技术创新重点专项计划》，其中“矩形钢管结构生产工艺技术开发”、“高层建筑钢
—砼组合结构工程应用技术及其研究”等多项技术将在本项目中得到应用。
公司 １９９８ 年通过了 ＩＳＯ９００２ 国际质量认证，产品质量的优良率达到了 ５５．５％，
合格率达到了 １００％。公司建立了建筑钢结构设计技术中心、理化测试中心、计算机
辅助设计系统和计算机网络管理系统。公司在国内建筑钢结构技术领域，参与了国
家规程、规范、标准的编制工作，主要有：《钢结构设计规范》、《轻型房屋钢结构
技术规程》、
《门式刚架轻型房屋钢结构技术规程》、
《门式刚架轻型房屋钢构件》、
《冷
弯薄壁型钢结构技术规范》
、
《矩形钢管混凝土结构技术规程》
、
《钢结构工程施工质
量验收规范》等。公司现拥有国家建一级筑施工企业资质证书，专项工程设计甲级
资质证书。
２００１ 年 １２ 月，公司自主开发的“冷弯薄壁 Ｚ 型钢连续檩条工程应用技术研究”、
“高层建筑钢－砼组合结构工程应用技术及其研究”通过了浙江省科学技术厅［浙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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鉴字 ０１］第 ４７７ 号成果鉴定，认定该两技术分别为“达到国际同类技术的先进水平”
和“处于国内领先水平”。２００２ 年 ２ 月浙江省科学技术厅浙科发高［２００２］２２ 认定公
司为“浙江省高新技术企业”。
公司现拥有 ５４ 名专业技术人员，其中 １３ 名具有高级技术职称。
（２）产品性能要求
在高层建筑中采用矩形钢管柱，柱内浇筑混凝土，利用两种材料各自的优点、
力学性能优越，施工性能好，建筑适应性好，耐火极限高，本次技改项目的产品 Ｈ
型梁和矩形柱结构件，是矩形钢管混凝土结构中的主要受力构件。由于高层建筑结
构不仅要考虑抗震、抗风能力，而且还要求构件承受垂直荷载和有较好承受水平荷
载的能力。矩形柱还要求有承受混凝土浇筑时产生的内压力。因此构件的制作精度、
焊接质量及技术要求都有明确的规定以确保产品质量。产品按照《高层民用建筑钢
结构技术规程》ＪＧＪ９９－９８、《钢结构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ＧＢ ５０２０５ 及钢结构设
计技术要求组织生产。
（３）生产工艺流程
Ｈ 型梁及矩形钢管柱，是高层钢结构建筑的主要受力构件，其质量直接影响建
筑物的安全性和可靠性，选择先进、合理的生产工艺是决定产品质量的关键。高层
建筑 Ｈ 型、矩形钢结构构件的制作要求提供合格的钢材，先进的切割、焊接、加工
组装、检验设备。本项目建设规模较大，耗用大量的原辅材料，生产过程占用大量
场地，要求生产设备机械化、自动化程度高、工艺流程合理、物流通畅。
Ｈ 型钢结构件生产工艺流程是：
原材料（钢板）→划线切割下料→铣边开坡口→矫正→Ｈ 型钢组立→焊接→翼
缘矫正→钻孔→端面切割→铣锁口→摩擦面处理→预装配→抛丸除锈→油漆→标
识→包装→入库→发运。
矩形柱生产工艺流程是：
原材料（钢板）→划线切割下料→铣边开坡口→钢板矫平→组立（衬条装配、
Ｕ 型组立、内隔板组立）→焊接→口形组立→柱身焊接组合→钻孔→电渣焊→端面
铣→零件组装焊接→预装配→抛丸除锈→油漆→标识→包装→入库→发运。
（４）主要设备选择
本项目生产设备的选定原则为：对关键工序的设备引进国际先进的、效率高的
数控设备，使企业上档次、稳定产品质量；对国内已成熟的较先进的设备则尽量采
用国产配套。项目实施后，产品生产过程可以通过滚道移动装置连接成整体生产线，
实现单机连续生产，提高有效作业度，大大提高生产效率。设备先进程度达到九十
年代末期国际先进水平，为日后实现钢结构生产线自动化，无图纸化生产打下坚实
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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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生产设备选型说明如下：
Ａ、切割设备
按加工工艺要求和设备选定原则，本项目拟用数控精密切割机。国产的数控精
密切割机产品虽然生产历史短，但主要部件由国外进口配套，可以满足生产要求，
因此考虑选用国内先进设备。多头切割机是一种高效率的板条切割设备，割炬可根
据要求配置，一次可同时加工多块板条，该机配套集中供气避免了频繁更换气瓶，
运行可靠。
Ｂ、焊接设备
该类设备也是项目生产的关键设备，除二氧化碳气体保护焊、直流焊选用国内
的先进设备，对电渣焊、埋弧焊选用进口设备，保证焊接质量的稳定性。焊接设备
包括多丝自动埋弧焊机、电渣焊（非熔化嘴）、二氧化碳气体保护焊等。
Ｃ、冷作加工设备
高层钢结构对构件的精度要求高，因此机加工关键设备拟采用进口解决，包括
端面切割设备、钻孔设备、铣削锁口及研削抛丸机等设备。
其他矫平机、矫正机、钢板铣边设备、组立机等均为国产配套设备或自制设备。
可从国内制造厂中选购或按要求委托加工。高层钢结构的生产设备国外已有成熟技
术设备，如美国、日本、欧州等先进国家均有不同规格和型号，可按本项目的要求
进行选购。对于进口设备的最后确定，有待根据设备选型与外商技术、商务谈判及
价格和售后服务等方面比较，最后选定。
４、主要原材料、辅助材料及燃料等的供应情况
（１）主要原辅材料用量
原 辅 材 料 用 量 表
序号

原、辅料名称及规格

１

钢板（碳素钢、低合金结构钢）等
钢材 Ｑ２３５，Ｑ３４５ δ＝８－７０ｍ／ｍ

２

焊条

普通
１６Ｍｎ

单位

消耗定额

年用量（吨）

吨

１．０３

６１８００

公斤／吨

０．１７３３

１０．４

公斤／吨

１．５２１７

９１．３

３

焊丝

公斤／吨

４．２５

２５５

４

碳三气

公斤／吨

６．８２

４０９

５

液氧

吨／吨

０．０３４３

２０５８

６

油漆

吨／吨

０．０２１２

１２７２

７

喷丸

吨／吨

０．００５１４

３０９

８

液态 ＣＯ２

公斤／吨

５．４１

３２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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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生产用料根据产品流转情况由全公司统一采购、储存，然后按需进入车间
系统仓库，均衡生产。生产的成品，经检验合格、按合同发运。
（２）其他
Ａ、氧气、碳三气及二氧化碳气供应
项目生产工序中切割、焊接采用氧气和碳三气，部分焊接采用二氧化碳气体保
护焊，因此需用氧气、碳三气和二氧化碳气体。
Ｂ、压缩空气供应
项目新增许多生产设备在工作时均需使用压缩空气作操作气源，并要求压缩空
气为无油、干燥。因此项目拟新建一台 ＬＧＤ－１０／１０ 螺杆式空压机和一台 ＬＧＤ－７．５／１０
型螺杆式空压机，同时配套 １０ｍ３／ｈ 冷冻式干燥器及空气过滤器、贮罐，可满足工艺
对压缩空气质量要求。
５、项目的建设规模
根据市场需求和企业的综合能力，本项目的技改规模为年产 ６ 万吨高层建筑钢
结构的生产能力，其中包括年产 Ｈ 型钢结构件 ３．６ 万吨、矩形钢管构件 ２．４ 万吨。
根据多层及高层建筑的特点，Ｈ 型钢结构件主要用于主、次梁和支撑体系，矩形钢
管构件主要用于柱。
本项目通过引进国外关键设备和配套国内先进设备达到钢结构生产机械化和
半自动化。
本项目已经国家经贸委国经贸投资［２００１］１０００ 号《关于印发第二批国家重点技
术改造“双高一优”项目导向计划的通知》批准，列入导向计划立项实施。
６、环境保护
煤炭科学研究总院杭州环境保护研究所已进行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建设项目将
严格执行相关的污染防治对策和措施，三废的排放严格按照国家标准进行。2002 年
3 月 11 日，浙江省环境保护局出具了浙环建[2002]34 号《关于浙江杭萧钢构股份有
限公司高层钢结构建筑生产线扩建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审查意见的函》。
７、项目的选址，占用土地面积、取得方式
本项目拟建厂区位于萧山区红垦农场（以下简称红垦厂区），东侧是杭金衢高
速公路，南临杭甬高速公路，北靠浦十四线公路，西侧是萧山区红垦农场纺织有限
公司以及农场用地，处于杭甬高速公路与杭金衢高速公路的红垦互通式立交的西北
侧，交通条件十分便利。土地使用权取得方式为有偿有期受让取得。本项目建筑占
地面积为 １０８，７２６．５ 平方米。
８、项目的组织实施和项目的实施进展情况
为使本项目早日实施，尽快见效，公司将在制造部下组建高层建筑矩形钢管钢
结构部，纳入公司原有组织系统。生产计划、原辅材料供应、产品销售、财务、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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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等仍由公司统一管理。制造部、质管部负责组织生产、产品质量。
项目实施过程中，项目班子将根据项目各阶段的不同要求特点，切实组织好项
目的设计、开展施工招标，以保证工程质量自设计到施工的各个阶段都能达到目标
管理的要求。同时在实施过程中负责项目进度协调及质量管理、合同管理、财务管
理各环节都能确保项目高质量、高效率完成，早日建成投产。
项目实施进度：项目从进行引进设备技术谈判、商务洽谈以及落实设备订货，
组织编制初步设计，同时进行厂房设计，厂房施工，设备到货后进行设备安装、调
试、试生产直至投产，项目建设工期为一年。
９、财务计算和评价
项目正常达产年的销售收入 ３９，０００ 万元，利润总额为 ８，１６１．５ 万元，年增税
金及附加 ２，９６３．８ 万元，内部收益率（上交所得税后）为 ２９．２％，静态投资回收期
（含建设期、税后）为 ４．７ 年，借款偿还期（含建设期）为 ３．０６ 年，销售利润率
达 ２０．９％。
从项目的财务分析看，项目的盈亏平衡点较低，为 ３３．６％，当销售收入达到 １３，１０４
万元时，可保本生产。从项目的敏感性分析看，销售收入及经营成本的变化均对项目
较为敏感，但当销售收入下降 ５％或经营成本上升 ５％时，项目仍有一定效益；甚至当销
售收入下降 ５％和经营成本上升 ５％同时发生时，项目内部收益率还有 ２０．５％，项目有较
强的抗风险能力。
项目资料引自浙江省经纬工业技术发展公司编制的《浙江杭萧钢构股份有限公
司高层钢结构建筑生产线扩建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

（二）引进高性能的钢建筑围护系统设备技术改造项目
１、项目背景
在建筑钢结构中，轻钢结构占有重要地位。轻钢结构，也即轻型钢结构建筑，
是指以轻型冷弯薄壁型钢，轻型焊接 Ｈ 型钢和高频焊接型钢，薄钢板、薄壁钢管，
轻型热轧型钢及以上各构件拼接、焊接而成的组合构件等为主要受力构件，大量采
用轻质围护材料的单层和多层建筑。这种建筑体系是采用轻型 Ｈ 型钢（焊接或轧制；
变截面或等截面）做成门形刚架，Ｃ 型、Ｚ 型冷弯薄壁型钢作檩条墙梁；压型钢板
或轻质夹芯板作屋面、墙面围护结构，采用高强螺栓、普通螺栓及自攻螺丝等连接
件和密封材料将承重结构、围护结构构件在现场组装起来的预制装配式钢结构房屋
体系。这种轻钢结构建筑具有以下特点：（１）构造简单。容易做到设计标准化定型
化，构件加工制作工业化，所以现场安装预制装配化程度高。销售、设计、生产可
以全部采用计算机控制，产品质量好，生产效率高。（２）自重轻。降低了基础材料
用量；减少构件运输、安装工作量；并且有利于结构抗震。（３）工期短。构件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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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型装配化程度高，所以现场安装简单快速，一般厂房仓库签定合同后 ２～３ 个月
内可以交付使用。因为没有湿作业，现场安装不受气候影响。（４）可以满足多种生
产工艺和使用功能的要求。轻钢结构建筑体系在建筑造型、色彩以及结构跨度、柱
距等方面的选择上灵活多样，给设计者提供了充分展示才能的条件。（５）轻钢结构
建筑属于环保性、节能性产品，厂房可以搬迁，材料可以回收。（６）价格便宜。随
着我国钢产量的增加，钢材价格的下调，竞争的激烈，轻钢结构建筑与同类砖混结
构建筑相比，造价持平或略低。
在轻钢结构中，除了支撑体系，楼面结构等主体构件外，尚有大量的外墙板、
屋面板、檩条、泛水、天沟等围护构件。这些构件的质量优劣将直接影响钢结构的
总体水平。对外墙构造来说，轻钢建筑具有轻而薄的特点，不但起围护作用，而且
影响建筑外观的色彩，质感；对屋顶构造，依据屋面材料和屋面结构，上铺彩色涂
层压型钢板，色彩丰富、美观、保温隔热、防水、施工简便。
在轻钢结构的围护体系上，由于历史的原因，我国与西方发达国家在设计
理论与规范；材料构件加工与制作；施工技术与管理方面存在差距，在构件的
加工与制作方面，国外发达国家已实现了专机生产，采用 ＣＡＤ／ＣＡＭ，制作水平
高，质量优越，而我国同类企业尚处于手工操作和局部的机械和生产运作，效
率较为低下，产品精度不高，影响整个轻钢结构水平。随着轻钢组合结构建筑
在国内外市场的迅速拓展，企业目前单纯生产轻钢结构的主体构架的生产状况
不能满足用户需求，因此，通过本项目的建设，使企业不但能提供钢结构的主
体构件，而且能配套提供高质量的屋面、墙面、泛水等围护用材，对适应建筑
钢结构建筑的发展、提高轻钢建筑的整体质量水平是必要的。
２、项目的投资概算情况
本项目总投资 ６，０１０ 万元，其中固定资产投资 ４，８１０ 万元（含 ４９８ 万美元），
具体内容为：新增引进设备及附加费 ４，２９０．４ 万元（含 ４９８ 万美元）；投资公用配
套设施 １０ 万元；厂房改造费 １１０ 万元；前期工作费、试车费等其他费用 １３５ 万元；
工程预备费 ２６４．６ 万元。铺底流动资金 １，２００ 万元。
３、项目的技术含量
（１）产品性能要求
本技改项目的产品钢结构围护系统材料，是建筑结构钢中的配套用构件，主要
将为企业的轻钢结构配套，因此对其产品的制作精度及技术要求都有明确规定，以
确保产品质量。产品按照“门式刚架轻型房屋钢结构技术规程”ＣＥＣＳ１０２．９８，《冷
弯薄壁型钢结构技术规范》ＧＢ／Ｔ５００１８，
“钢结构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ＧＢ／Ｔ ５ ０２０５
及对钢结构的设计技术要求组织生产。
（２）生产工艺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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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护系统是轻钢结构建筑的主要组成部份，其质量直接影响建筑物的使用安全
性和美观和耐久性，选择先进、合理的生产工艺是决定产品质量的关键。围护产品
的制作要求提供合格的钢材，先进的加工检验设备。本项目建设规模较大，因此耗
用大量的原辅材料，生产过程占用大量场地，要求生产设备机械化、自动化程度高、
工艺流程合理、物流通畅。
Ａ、屋面板、墙面板生产工艺流程
原材料（卷材）→分切→送料→成型→切断→堆垛→

检验→包装

→入库
Ｂ、 檩条生产工艺流程
原材料（卷材）→开卷→送料→切断→冲孔→成型→

矫正→输出

→检验→入库
Ｃ、 泛水收边板生产工艺流程
原材料（卷材）→开卷（分条）→切断→折弯（轧制）→检验→包装
→入库
（３）主要设备选择
本项目生产设备的选定原则为：引进国际先进的、效率高的成型设备，使产品
上档次、产品质量达到国外同类企业水平。项目实施后，产品生产过程可以实现单
机连续生产，提高有效作业度，大大提高生产效率。设备先进程度达到九十年代末
期国际先进水平，其建筑钢结构围护系统产品的加工水平、产品质量和加工能力居
于全国前列。
根据项目年产 １．０５ 万吨、３５２ 万 ｍ２ 围护系统产品的生产能力，生产设备选用美
国及新西兰 Ｈａｙｅｓ 公司或其它国家的先进产品。引进生产设备明细表及选型说明如
下：
引 进 设 备 明 细 表
序
号
１

２

３

设 备 名 称

型 号 规 格

３６０°咬合直立屋面板 咬合宽度 ３００～６００ｍｍ，１５ 米／分，长度
成型机

１８００ｍｍ，精度±２ｍｍ

４４７ 隐藏式墙面板成型

原料钢卷 ６００ｍｍ×０．５０～０．６ｍｍ，速度

机系统

３０ 米／分，长度 １８００ｍｍ，精度±２ｍｍ

ＲＣ３００（４００）全自动快 卷料 １４０～５３０ｍｍ×１６５０ｍｍ，３５ 米／分

单

数

供应

位

量

厂家

台

５

美国、
新西兰

台

５

美国、
新西兰

台

４

美国

台

５

美国

速转换檩条生产线
４

中型折弯纵切机

Ｌ＝１０ 米，Ｐ＝１５０ＫＮ，６ 头，０～１２５ 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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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 米／分，长度 １８００ｍｍ，精度±２ｍｍ

台

２

美国

台

２

美国

引进生产设备选型说明如下（以 Ｈａｙｅｓ 为例）：
Ａ、３６０°咬合直立屋面板成型机
该移动式成型机用于直立屋面板加工，加工标准宽度从 ３００ｍｍ 到 ６００ｍｍ；板长
度在理论上是任意的。成型机建在普通 Ｃ 型支架上，Ｃ 型架安装在一个特别设计的
前后相连的拖车底盘上，形成车载成型设备。被加工件长度和数量输入控制器，通
过仪表进行自动加工控制；设备包含一个需电力拖动的锁缝机；生产线包括开卷机
和工作台。
Ｂ、４４７ 隐藏式墙面板成型机
该设备属于独特的水平成型机械，包括专用的工具，悬臂式的开卷机、液压开
口切割，和水平的成型压辊机。
Ｃ、ＲＣ３００（ＲＣ４００）檩条机
利用冷轧板、镀锌板材料生产 Ｃ 型、Ｚ 型或平底槽而特定设计的高性能辊轧成
形机组。ＲＣ 系列檩条机，采用了海斯公司专利的 Ｃ→Ｚ 型快速转换系统，在无需更
换工装及备件的情况下实现产品尺寸和外形的在线快速转换。
Ｄ、中型折弯纵切机
海斯的长台面折弯机是专门为金属板材加工行业设计的专用设备。用来对传统
压力设备所不能加工的超长的工件进行剪切、折弯加工。压料、折弯和纵切都使用
液压驱动。控制台安装在旋转臂上，具有手动、自动选择功能。
Ｅ、落水管（方形）成型机
１０２ｍｍ×８９ｍｍ 方形落水管自动成型生产线，生产线包括了开卷机和工作台。
４、主要原材料、辅助材料及燃料等的供应情况
（１）主要原辅材料用量
原 辅 材 料 用 量 表
序
号
１
２

原、辅料名称及规格
钢板（碳素钢、低合金结构
钢）等钢材（∮≦３．２ｍｍ）
镀锌镀铝锌彩钢板

消耗定额

年用量

（吨／吨）

（万吨）

１．０７

１．０７

檩条

１．０１５

１．７８６

３５２ｍ２

备

注

项目生产用料根据产品流转情况由全公司统一采购、贮藏，然后按需进入车间
系统仓库，均衡生产。生产的成品，经检验合格、按合同发运。
（２）压缩空气供应
项目新增部分生产设备在工作时需使用压缩空气作操作气源，其最大用量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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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０ｍ３／ｍｉｎ，要求压力＞０．７ＭＰａ，并要求压缩空气为无油、干燥。厂区空压站原有一
台 ＬＧＤ－１０／１０ 螺杆式空压机和一台（备用）ＬＧＤ－７．５／１０ 型螺杆式空压机，排气量分
别为 １０ｍ３／ｍｉｎ 和 ７．５ｍ３／ｍｉｎ，排气压力 １．０ＭＰａ，同时配套 １０ｍ３／ｈ 冷冻式干燥器及空
气过滤器、贮罐，可满足原有及本项目工艺设备对压缩空气用量和质量要求。
５、项目的建设规模
根据市场需求和企业的综合能力，本项目的技改规模为年产 ３５２ 万 ｍ２、１．０５ 万
吨建筑钢结构围护系统钢品的生产能力。本项目通过引进国外先进技术和设备形成
钢结构围护系统材料生产机械化。
产
序号

产品名称及规格

品

方

案

表

年产量

备

注

钢建筑围护系统
１

其中：屋面板

２１０ 万 ｍ２

２

墙面板

１４０ 万 ｍ２

３

檩条

１．０５ 万吨

４

其它

２ 万 ｍ２

合

计

泛水收边材料

３５２ 万 ｍ２ ，１．０５ 万吨

本项目已经浙江省经贸委浙经贸投资［２００２］４１９ 号《关于浙江杭萧钢构股份有
限公司引进高性能钢建筑围护系统设备技改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的批复》批准立项
实施。
６、环境保护
煤炭科学研究总院杭州环境保护研究所已进行过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建设项目
将严格执行相关的污染防治对策和措施，三废的排放严格按照国家标准进行。2002
年 4 月 3 日，受浙江省环境保护局的委托，杭州市环境保护局出具了环评批复
[2002]0156 号《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审批意见》。
７、项目的选址，占用土地面积、取得方式
本项目的选址及土地使用权取得方式同上。本项目建筑占地面积为 １０，９４４ 平
方米，利用红垦厂区北部已建厂房区域实施。
８、项目的组织实施和项目的实施进展情况
为使本项目早日实施，尽快见效，公司将在制造部下组建钢结构围护系统部，
纳入公司原有组织系统。生产计划、原辅材料供应、产品销售、财务、人事等仍由
公司统一管理。制造部、质管部负责组织生产、产品质量。
项目实施过程中，项目班子将根据项目各阶段的不同要求特点，切实组织好项
目的设计、开展施工招标，以保证工程质量自设计开展至施工的各个阶段都能达到
目标管理的要求。同时在实施过程中负责项目协调进度及质量管理、合同管理、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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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管理各环节都能确保项目高质量、高效率完成，早日建成投产。
项目实施进度：项目从进行引进设备技术谈判、商务洽谈以及落实设备订货，
组织编制初步设计，同时进行厂房设计，厂房施工，设备到货后进行设备安装、调
试、试生产直至投产，项目建设工期为一年。
９、财务计算和评价
项目正常达产年的销售收入 ２５，８４５ 万元，利润总额为 ３，６８６．８ 万元，年增税
金及附加 １，４２０．９ 万元，内部收益率（上交所得税后）为 ３４．６％，静态投资回收期
（含建设期、税后）为 ４．４ 年，借款偿还期（含建设期）为 ２．９６ 年，销售利润率
达 １４．３％。
从项目的财务分析看，项目的盈亏平衡点较低，为 ３２．５％，即当销售收入达到
８３９９．６ 万元时，可保本生产。从项目的敏感性分析看，销售收入及经营成本的变化均
对项目较为敏感，但当销售收入下降 ５％或经营成本上升 ５％时，项目仍有一定效益；甚
至当销售收入下降 ５％和经营成本上升 ５％同时发生时，项目内部收益率还有 １７．５％，项
目有较强的抗风险能力。
项目资料引自浙江省经纬工业技术发展公司编制的《浙江杭萧钢构股份有限公
司引进高性能钢建筑围护系统设备技术改造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

（三）引进全自动轻钢结构焊接生产线技术改造项目
１、项目背景
轻钢建筑的结构方案可分为低层轻钢和多层轻钢。
低层轻钢建筑指两层及以下的轻钢房屋建筑，主要有实腹式门式刚架或排架，
也可采用格构式构件。这种结构方案适宜于建造工业厂房、超市、综合楼、仓库、
机库、农贸市场、饮食、娱乐、体育设施、候车室、码头建筑，以及各种临时性建
筑；多层轻钢建筑是另一类很有发展前途的建筑形式，一般定义为 １０ 层以下的住
宅；总高度小于 ２４ｍ 的公共建筑；２０ｍ 以下，楼面荷载小于 ８ｋＮ／ｍ２ 的工业厂房。其
中多层轻钢住宅尚处于开发研究阶段，而公共建筑如工业厂房类、综合楼类多层轻
钢建筑则较常见。
多层轻钢建筑的结构主要选用高频焊接和热轧 Ｈ 型钢、普通或轻型热轧型钢、
冷弯薄壁型钢、薄钢板焊接件等构件，以高频焊接 Ｈ 型钢为主，热轧 Ｈ 型钢是将来
的主要选用件。
轻钢建筑具有优良的综合技术经济性能，主要表现在：（１） 布局灵活。利用型
钢优良的承载性能，可以灵活布置大开间、大跨度或大柱距的建筑平面；非承重墙
体的设计容许灵活布置室内分区和设置全部或局部敞开区。（２） 设计制造安装周期
短。现代轻钢建筑的设计、制作和安装，借助网络计算机技术和工业化生产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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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极高的效率和精确度。结构设计、样图设计、计算机模拟安装、工厂制造、工
地安装是同步进行的。项目周期短将极大地减少投资融资成本使业主在享受回报上
具备很大的优势。（３） 自重轻。其结果是省材料，对基础要求低，造价相对低廉，
安装方便。
轻钢建筑在低层、多层非居住建筑市场已广泛受到欢迎。轻钢建筑技术先进，
综合经济效益优良，市场拓展前景看好，在国内属于朝阳产业。 Ｈ 型钢是轻钢结构
中的主要受力构件，Ｈ 型钢按生产工艺可以分为轧制和焊接两种。
在轻钢结构中，支撑体系中的 Ｈ 型钢结构件，做成刚架，作为承重结构和围护
构件，组合成钢结构建筑，这些构件的质量优劣将直接影响钢结构的总体水平。在
轻型焊接 Ｈ 型钢上，由于历史的原因，我国与西方以达国家在设计理论与规范；构
件加工与制作；施工技术与管理方面存在差距，在构件的加工与制作方面，国外发
达国家已实现了生产线连续生产，采用 ＣＡＤ／ＣＡＭ，制作水平高，质量优越，而我国
同类企业尚处于手工操作和局部的机械和生产运作，效率较为低下，产品精度不高，
影响整个轻钢结构水平。随着钢结构在国内外市场的迅速拓展，企业目前生产钢结
构构件的品种不能满足用户需求，因此，通过本项目的建设，使企业不但能提供高
层建筑钢结构件，围护系统钢结构件，而且能提供高质量的轻型焊接 Ｈ 型钢，以适
应钢结构建筑的发展是必要的。
２、项目的投资概算情况
本项目总投资 ４，１７０ 万元，其中固定资产投资 ３，８７０ 万元（含 ３９４．８ 万美元），
具体内容为：新增引进设备及附加费 ３，４０１．４ 万元（含 ３９４．８ 万美元）；投资公用
配套设施 １０ 万元；厂房改造费 １３５ 万元；前期工作费、试车费等其他费用 １１０．８
万元；工程预备费 ２１２．８ 万元。铺底流动资金 ３００ 万元。
３、项目的技术含量
（１）产品性能要求
本技改项目的产品轻型焊接 Ｈ 型钢，是轻钢建筑中的主要受力构件。产品按照
“门式刚架轻型房屋钢结构技术规程”ＣＥＣＳ１０２．９８，“冷弯薄壁型钢结构技术规范
ＧＢ／Ｔ５００１８”，“钢结构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ＧＢ／Ｔ ５０２０５ 及对钢结构的设计技术
要求组织生产。
（２）生产工艺流程
轻型焊接 Ｈ 型钢是轻钢结构建筑的主要组成部份，其质量直接影响建筑物的使
用安全性、美观和耐久性，选择先进、合理的生产工艺是决定产品质量的关键。轻
型焊接 Ｈ 型钢的制作，要求提供合格的钢材，先进的加工检验设备。本项目建设规
模较大，耗用大量的原辅材料，要求生产设备机械化、自动化程度高、工艺流程合
理、物流通畅。其生产工艺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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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材料→分切（火焰、剪切）→板料拼接→组立→焊接 →翼板矫正→
检验→入库
翻转
（３）主要设备选择
本项目生产设备的选定原则为：引进国际先进的、效率高的成型设备，使产品
上档次、产品质量达到国外同类产品水平。项目实施后，产品生产过程可以实现单
机连续生产，大大提高生产效率和产品质量。使建筑钢结构轻型焊接 Ｈ 型钢产品的
加工水平、产品质量和加工能力居于全国前列。
引进生产设备明细表如下：
引 进 设 备 明 细 表
序号

设 备 名 称

型号规格

单位

数量

条

４

美国、新西兰
（ＰＨＩ Ｓ－Ｌ）

台

４

美国、新西兰

焊接 Ｈ 型钢自动生产
线，包括：
ＡＷＭ－１０２ ６′
配林肯 Ｄｃ １０００ ２ 台

供应厂家

１

自动焊接系统

２

拼板机

台

４

美国、新西兰

３

组立夹具

台

４

美国、新西兰

４

输送系统

台

４

美国、新西兰

５

成品输送

台

４

美国、新西兰

６

备品备件

套

４

带翼缘矫正机

４、主要原材料、辅助材料及燃料等的供应情况
（１）主要原辅材料用量
原 辅 材 料 用 量 表
序号

原、辅料名称及规格

消耗定额（吨／吨）

年用量（万吨）

１

钢板（碳素钢、低合金结构钢）等钢材

１．０３５

１５５２５

２

焊 丝

０．００８４

０．０１２６

３

焊 剂

０．００２５

０．００３７５

项目生产用料根据产品流转情况由全公司统一采购、贮藏，然后按需进入车间
系统仓库，均衡生产。生产的成品，经检验合格、按合同发运。
（２）压缩空气供应
项目新增部分生产设备在工作时需使用压缩空气作操作气源，其最大用量约
１．０ｍ３／ｍｉｎ，要求压力＞０．７ＭＰａ，并要求压缩空气为无油、干燥。厂区空压站原有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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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 ＬＧＤ－１０／１０ 螺杆式空压机和一台（备用）ＬＧＤ－７．５／１０ 型螺杆式空压机，排气量分
别为 １０ｍ３／ｍｉｎ 和 ７．５ｍ３／ｍｉｎ，排气压力 １．０ＭＰａ，同时配套 １０ｍ３／ｈ 冷冻式干燥器及空
气过滤器、贮罐，可满足原有及本项目工艺设备对压缩空气用量和质量要求。
５、项目的建设规模
根据市场需求和企业的综合能力，拟定本项目的技改规模为引进 ４ 条自动焊接
生产线，形成年产 １．５ 万吨轻型焊接 Ｈ 型钢的生产能力。本项目通过引进国外先进
技术和设备形成轻型焊接 Ｈ 型钢材料生产机械化。
产
序号

品

方

案

产品名称及规格

表
年产量

建筑结构钢
１

其中：轻型焊接 Ｈ 型钢
合

１５，０００

计

１５，０００

本项目已经浙江省经贸委浙经贸投资［２００２］４１８ 号《关于浙江杭萧钢构股份有
限公司引进全自动轻钢结构焊接生产线技改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的批复》批准立项
实施。
６、环境保护
煤炭科学研究总院杭州环境保护研究所已进行过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建设项目
将严格执行相关的污染防治对策和措施，三废的排放严格按照国家标准进行。2002
年 4 月 3 日，受浙江省环境保护局的委托，杭州市环境保护局出具了环评批复
[2002]0156 号《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审批意见》。
７、项目的选址，占用土地面积、取得方式
本项目的选址及土地使用权取得方式同上。本项目建筑占地面积为 １３，５３６ 平
方米，利用红垦厂区北部已建厂房区域实施。
８、项目的组织实施和项目的实施进展情况
为使本项目早日实施，尽快见效，公司将在制造部下组建轻型焊接 Ｈ 型钢部，
纳入公司原有组织系统。生产计划、原辅材料供应、产品销售、财务、人事等仍由
公司统一管理。制造部、质管部负责组织生产、产品质量。
项目实施过程中，项目班子将根据项目各阶段的不同要求特点，切实组织好项
目的设计、开展施工招标，以保证工程质量自设计开展至施工的各个阶段都能达到
目标管理的要求。同时在实施过程中负责项目协调进度及质量管理、合同管理、财
务管理各环节都能确保项目高质量、高效率完成，早日建成投产。
项目实施进度：项目从进行引进设备技术谈判、商务洽谈以及落实设备订货，
组织编制初步设计，同时进行厂房设计，厂房施工，设备到货后进行设备安装、调
试、试生产直至投产，项目建设工期为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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９、财务计算和评价
项目正常达产年的销售收入 ７６５０ 万元，利润总额为 １２４７．０ 万元，年增税金及
附加 ４８４．９ 万元，内部收益率（上交所得税后）为 ２４．０％，静态投资回收期（含建
设期、税后）为 ４．８ 年，借款偿还期（含建设期）为 ３．６ 年，销售利润率达 １６．３％。
从项目的财务分析看，项目的盈亏平衡点较低，为 ４１．０％，即当销售收入达到
３１３６．５ 万元时，可保本生产。从项目的敏感性分析看出，销售收入及经营成本的变化
均对项目较为敏感，当销售收入下降 ５％或经营成本上升 ５％时，项目仍有一定效益；甚
至当销售收入下降 ３％和经营成本上升 ３％同时发生时，项目内部收益率还有 ２３．２％，项
目有较强的抗风险能力。
项目资料引自浙江省经纬工业技术发展公司编制的《浙江杭萧钢构股份有限公
司引进全自动轻钢结构焊接生产线技术改造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

五、募股资金年度投资计划
序

投资金额

募集资金投资额

年度投资计划（万元）

（万元）

（万元）

第一年

第二年

１８，２６６

１８，２６６

１５，５６６

２，７００

６，０１０

６，０１０

４，８１０

１，２００

４，１７０

４，１７０

３，８７０

３００

２８，４４６

２８，４４６

２８，４４６

４，２００

项目名称
号
１

高层钢结构建筑生产线
扩建项目

２

引进高性能钢建筑围护
系统设备技术改造项目

３

引进全自动轻钢结构焊
接生产线技术改造项目
合

计

上述项目资金运用的轻重缓急以项目排列顺序为准。项目资金所需的资金缺口
由银行贷款解决。项目运用出现资金闲置时，将存于银行或用于补充流动资金。
上述募集资金运用计划是对拟投资项目的大体安排，本次募集资金的实际投入
时间将按募集资金实际到位时间和项目的进展情况作适当调整。

六、募股资金对公司主要财务状况的影响
本次募股资金到位后，本公司的净资产预计将从 １４，５００．１５ 万元上升到
４０，８５９．０６ 万元，每股净资产从 ２．７７ 元上升到 ５．２８ 元，资产负债率从 ２００３ 年 ６ 月 ３０
日（母公司）的 ６７．４２％下降到 ４２．４０％，这将使本公司的偿债能力得到大幅度的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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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强本公司的后续融资能力。
根据浙江省经纬工业技术发展公司编制的《高层钢结构建筑生产线扩建项目可行
性研究报告》、
《引进高性能钢建筑围护系统设备技术改造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及《引
进全自动轻钢结构焊接生产线技术改造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的资料显示，公司本次
募股资金到位运用项目达产后，高层钢结构产能将增加 ６ 万吨，轻钢结构产能将增加
２．５５ 万吨。按目前的市场价格，公司年增加销售收入 ７２，４９５．００ 万元，税后利润增加
８，７７３．９０ 万元。按发行后的总股本计算，每股盈利将增加 ０．９５ 元。各项目的近 ５ 年
净现金流量情况如下表：
建设期
年

份

１

引进全自动轻钢结构
焊接生产线技术改造
合

计

达设计能力生产期

２

３

４

５

－１，１９５．５０

３，８８２．７０

７，３５９．４０

７，３５１．５０

－４，７１８．００

－６５９．００

１，６５７．８０

２，３６３．８０

３，１６３．８０

－３，７９５．２０
－２３，７８３．７０

２７４．９０
－１，５７９．６０

１，１４４．８０
６，６８５．３０

１，３２４．１０
１１，０４７．３０

１，３１１．１０
１１，８２６．４０

高层钢结构建筑生产
线扩建
－１５，２７０．５０
引进高性能钢建筑围
护系统设备技术改造

投产期

因此，本次募股资金的运用不仅能加快本公司开发“高层建筑钢—砼组合结构”
技术产业步伐，而且还将大大改善公司依靠自我积累发展负债率高的状况，提高公
司的盈利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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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行定价及股利分配政策

一、发行定价
本次股票发行采用网上定价配售价方式进行。确定本次股票发行的价格主要因
素有：公司的盈利能力、行业的发展前景以及国家的相关政策；发行人拟投资所需
的资金；发行人过去三年及未来一年的盈利水平；二级市场的可比上市公司的股价
定位及适当的一二级市场间的价格折扣等。本公司与主承销商参照现金流量折现
法、收入倍数法、固定红利增长法、近期发行新股市盈率比较法四种股票发行价格
估算方法的结果，并综合宏观经济形势、行业特征、大盘走向、二级市场同行业走
势及公司流通股本量，商定公司股票发行价格区间为 １１．２４ 元／股。２００２ 年税后利
润为 ４，３９６．７１ 万元，按 ２００２ 年盈利水平计算全面摊薄法下的发行市盈率为 １３．３８
倍。
发行时，如果在发行价格上申购数不足发行量，则剩余部分由承销团余额包销。

二、股利分配政策
本公司实行同股同利的分配原则，按股东持有股份的比例进行分配。公司股利
分配采用派发现金或送股两种形式。公司在向个人股东分配股利时，将按国家有关
个人所得税的法律、法规，代扣代缴个人股利收入的应交税金。每年度的具体分配
方案由公司董事会根据该会计年度公司的经营业绩和未来的生产经营计划提出，经
股东大会审议批准后执行。股利的派发以年终财务决算为依据，于次年 ６ 月底以前
派发。
按公司章程所规定之利润分配政策，本公司税后利润按下列顺序和比例分配：
１、弥补以前年度亏损；
２、提取法定公积金：按税后利润的 １０％提取；
３、提取法定公益金：按税后利润的 １０％提取；
４、提取任意公积金；
５、分配普通股股利。
公司法定公积金累计额达到公司注册资本 ５０％时可不再提取，提取法定公积金、
公益金后，是否提取任意公积金由股东大会决定。公司在弥补亏损和提取法定公积
金、公益金之前不向股东分配利润。法定公积金转为股本时，所留存的该项公积金
不得少于公司注册资本的 ２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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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从本次发行后的股利派发计划拟采用现金股利或股票股利，股利分配的
方案将同董事会提出并报股东大会审议决定。根据本公司 ２００１ 及 ２００２ 年年度股东
大会决议，公司本次发行前的滚存利润由本次发行前的老股东和认购本次发行 Ａ 股
的新股东共享。

三、历年实际股利分派情况
本公司是由原杭州杭萧钢结构有限公司于 ２０００ 年 １２ 月 ２８ 日变更而成的股份
有限公司；公司变更为股份有限公司后，财务状况和经营业绩良好。
２００２ 年 ３ 月 １８ 日，本公司在公司会议室召开 ２００１ 年度股东大会，会议审议通
过了利润分配方案。
分配方案如下：
经北京中天华正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审计，２００１ 年度公司净利润人民币
１６，０３８，０９１．６２ 元，加年初未分配利润人民币 １１８，０７８．５１ 元，当年可供分配利润人
民币 １６，１５６，１７０．１３ 元。按以下顺序分配：
（１）提取法定公积金人民币 １，６０３，８０９．１６ 元；
（２）提取盈余公积金人民币 １，６０３，８０９．１６ 元；
（３）向 ２００１ 年末在册股东分配股利人民币 １，３００，０００．００ 元。
除此之外，本公司未向投资者派发过任何形式的股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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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重要事项

一、信息披露制度
１、信息披露制度
根据有关法规要求，本公司建立了严格、规范的信息披露制度，摘录如下：
（１）公司设董事会秘书一名，负责公司对外信息披露事务，包括与中国证监
会、证券交易所、有关证券经营机构、新闻机构等的联系，并回答社会公众投资者
提出的问题。
（２）切实履行职责，严格按照《公开发行股票公司信息披露实施细则》及《上
海证券交易所上市规则》的有关要求及时披露供投资者评估上市公司状况需要的信
息及所有可能对上市公司股票价格产生重大影响的信息，包括：
①招股说明书；
②上市公告书；
③定期报告，包括：年度报告、中期报告；
④临时报告，包括：重大事件公告和收购与合并公告。
具体披露内容和披露办法严格按照有关规定执行。
（３）公开披露文件涉及财务会计、法律、资产评估等事项时，将由相关专业
性中介机构审查验证，并出具意见。
（４）当市场、有关媒体流传有关本公司的各种不实传闻时，及时澄清与公司
有关的不实信息；
（５）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
（６）公司除在中国证监会指定的全国性的报刊上披露信息外，还可根据需要
在其他报刊上披露信息，但保证：
指定报刊不晚于非指定报刊披露信息；
在不同报刊上披露同一信息的文字一致。
（７）在应披露信息尚未披露前，尽可能缩小知情范围 ，所有知情人应确保信
息绝对保密。
（８）对于信息披露出现疑问时，及时请示交易所主管部门。
（９）公司信息披露后及时存档保存，以备投资者查询。
２、为投资者服务的措施
树立以投资者为中心的服务观念，确定专人接待投资者来访，回答咨询，向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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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者提供上市公司已披露信息的备查文件。
３、公司主管信息披露和投资者关系的部门：证券办公室
联

系

人：来巧红、陈玉兴

对外咨询电话：（０５７１）８７２４６７８８—８０１０、８０１３
传

真：（０５７１）８７２４０４８４

对外咨询时间：周一至周五，上午 ８：３０—１１：３０，下午 ２：００—５：００
地

址：浙江省萧山市新街镇盛东村

二、重大合同
截止 ２００３ 年 ９ 月 １２ 日，本公司已签署正在履行的重大合同有：
１、借款合同
（ １ ） 本 公 司 与 中 国 农 业 银 行 杭 州 市 萧 山 支 行 于 ２００２ 年 １１ 月 ２１ 日 签 订 的
（３３０１０１１１３）农银借字（２００２）第２４７号《借款合同》。借款金额：人民币５００万元，
借款期限为２００２年１１月２１日至２００３年１０月１５日。年利率为５．８４１％。杭州珍琪电器有
限公司根据（３３０１０１１１３）农银高保字（２００２）第０２９号《最高额保证合同》为本公
司提供担保。
（ ２ ） 本 公 司 与 中 国 农 业 银 行 杭 州 市 萧 山 支 行 于 ２００２ 年 １１ 月 ２２ 日 签 订 的
（３３０１０１１１３）农银借字（２００２）第２５０号《借款合同》。借款金额：人民币７００万元，
借款期限为２００２年１１月２２日至２００３年１０月３１日。年利率为５．８４１％。杭州珍琪电器有
限公司根据（３３０１０１１１３）农银高保字（２００２）第０２９号《最高额保证合同》为本公
司提供担保。
（３）本公司与中国工商银行杭州市萧山支行于 ２００２ 年 １２ 月 ２３ 日签订的 ２００２
年（萧山）字 ０９５５ 号《固定资金借款合同》。借款金额：人民币 ６０００ 万元，借款
期限为 ２００２ 年 １２ 月 ２３ 日至 ２００５ 年 １２ 月 ２０ 日。月利率为 ５．４９‰。上述借款由合
同编号 ２２０６３２ＧＤ０２００１ 号《最高额抵押合同》提供担保。
（４）本公司与中国工商银行杭州市萧山支行于 ２００３ 年 ２ 月 ２０ 日签订的 ２００３
年（萧山）字 ０１４７ 号《固定资金借款合同》。借款金额：人民币 ２０００ 万元，借款
期限为 ２００３ 年 ２ 月 ２０ 日至 ２００６ 年 ２ 月 １６ 日。月利率为 ５．４９‰。上述借款由合同
编号 ２２０６３２ＧＤ０２００１ 号《最高额抵押合同》提供担保。
（5）本公司与交通银行萧山支行于 ２００３ 年 ３ 月 ７ 日签订的《交通银行借款合
同》（萧交银 ２００３ 年贷字 ０３０６００３０ 号）。借款金额：人民币 ２３０ 万元，借款期限为
２００３ 年 ３ 月 ７ 日至 ２００３ 年 １１ 月 ７ 日。月利率为 ４．８６７５‰。此合同由萧交银 ２００１
年最抵字第 ２０６４ 号抵押合同提供担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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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本公司与招商银行杭州分行于 ２００３ 年 ３ 月 １８ 日签订的《借款合同》
（编
号：２００３ 年贷字第 ２９ 号）。借款金额：人民币 １，０００ 万元，借款期限为 ２００３ 年 ３
月 １８ 日至 ２００４ 年 ３ 月 １８ 日。年利率为 ５．３１％。杭州杭萧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为本
公司上述借款提供连带责任保证。
（ ７ ） 本 公 司 与 中 国 农 业 银 行 杭 州 市 萧 山 支 行 于２００３ 年 ３ 月 １８ 日 签 订 的
（３３０１０１１１３）农银借字（２００３）第０５４号《借款合同》。借款金额：人民币６４５万元，
借 款 期 限 为 ２００３ 年 ３ 月 １８ 日 至 ２００４ 年 ３ 月 １５ 日 。 年 利 率 为 ５．８４１％ 。 此 合 同 由
（３３０１０１１１３）农银高抵字（２００３）第００３号《最高额抵押合同》所担保。
（８）本公司与中国农业银行杭州市萧山支行于 ２００３ 年 ３ 月 ２４ 日签订的
（３３０１０１１１３）农银借字（２００３）第 ０５６ 号《借款合同》。借款金额：人民币 ２００ 万
元，借款期限为 ２００３ 年 ３ 月 ２４ 日至 ２００４ 年 ３ 月 １５ 日。年利率为 ５．８４１％。此合同
由（３３０１０１１１３）农银高抵字（２００３）第 ００３ 号《最高额抵押合同》所担保。
（９）本公司与中国农业银行杭州市萧山支行于 ２００３ 年 ３ 月 ３１ 日签订的
（３３０１０１１１３）农银借字（２００３）第 ０６１ 号《借款合同》。借款金额：人民币 １０００
万元，借款期限为 ２００３ 年 ３ 月 ３１ 日至 ２００４ 年 ３ 月 ２５ 日。年利率为 ５．８４１％。此合
同由（３３０１０１１１３）农银高抵字（２００３）第 ０３８ 号《最高额抵押合同》所担保。
（１０）本公司与杭州市萧山区新街农村信用合作社于 ２００３ 年 ４ 月 ７ 日签订的
浙农信保借字 ０３８１９０２１２５３００５３７ 号《企业短期借款合同》。该合同项下的贷款币种
为人民币 ５５０ 万元整，贷款期限为 ２００３ 年 ４ 月 ７ 日至 ２００３ 年 ９ 月 ２９ 日。贷款月
利率为 ６．３‰。本公司以部分设备为上述借款提供抵押。
（１１）本公司与杭州市萧山区新街农村信用合作社于 ２００３ 年 ４ 月 ２２ 日签订的
浙农信借字 ０３８１９０２１２５３００６４３ 号《企业短期借款合同》。该合同项下的贷款币种为
人民币 ７００ 万元整，贷款期限为 ２００３ 年 ４ 月 ２２ 日至 ２００３ 年 ９ 月 ３０ 日。贷款月利
率为 ５．４６‰。本公司以部分设备为上述借款提供抵押。
（１２）本公司与杭州市萧山区新街农村信用合作社于 ２００３ 年 ６ 月 ３ 日签订的
浙农信保借字 ０３８１９０２１２５３００８４９ 号《企业短期借款合同》。该合同项下的贷款币种
为人民币 ２７０ 万元整，贷款期限为 ２００３ 年 ６ 月 ３ 日至 ２００３ 年 １２ 月 １ 日。贷款月
利率为 ５．４６‰。本公司以部分设备为上述借款提供抵押。
（１３）本公司与中信实业银行杭州分行萧山支行于２００３年６月４日签订的（２００３）
信银萧保贷字０３０６８９号《保证借款合同》。该合同项下的贷款币种为人民币４００万元
整，贷款期限为２００３年６月４日至２００３年１１月２７日。贷款月利率为５．０４‰。浙江圣大
装饰有限公司及单银木为本公司上述借款提供连带责任保证。
（１４）本公司与中国农业银行杭州市萧山支行于 ２００３ 年 ６ 月 ９ 日签订的
（３３０１０１１１３）农银借字（２００３）第 １１８ 号《借款合同》。借款金额：人民币 ８００ 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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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借款期限为 ２００３ 年 ６ 月 １０ 日至 ２００４ 年 ４ 月 ３０ 日。年利率为 ５．８４１％。此合同
由（３３０１０１１１３）农银高抵字（２００３）第 ０３４ 号《最高额抵押合同》所担保。
（１５）本公司与交通银行萧山支行于２００３年６月１０日签订的《交通银行借款合同》
（萧交银２００３年贷字０３０６００９１号）。借款金额：人民币７００万元，借款期限为２００３年６
月１０日至２００３年１１月１０日。月利率为４．６２‰。杭州杭萧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为本公
司上述借款提供连带责任保证。
（１６）本公司与杭州市萧山区新街农村信用合作社于 ２００３ 年 ７ 月 １ 日签署浙
农信 ＹＱ—９９（５０４—１）
《企业短期贷款申请书》。借款金额人民币 ３００ 万元，借款期
限自 ２００３ 年 ７ 月 １ 日至 ２００３ 年 １２ 月 ２５ 日。本次借款以公司部分设备作抵押。
（１７）本公司与上海浦东发展银行杭州分行萧山支行于 ２００３ 年 ７ 月 １ 日签订
《短期贷款合同》（编号：９５０７２００３２８３１７３２０）。借款金额人民币 １１００ 万元，年利
率为 ５．８４１％，借款期限自 ２００３ 年 ７ 月 １ 日至 ２００４ 年 ３ 月 １５ 日。本次借款由单银
木提供保证担保；由浙江杭萧钢构股份有限公司提供土地抵押担保，抵押合同编号
３１２２９０。
（１８）本公司与中信实业银行杭州分行萧山支行于 ２００３ 年 ７ 月 ２ 日签订（２００３）
信银杭萧保贷字 ０３０８４２ 号《保证借款合同》。借款金额人民币 ７００ 万元，年利率为
６．０４８％，借款期限自 ２００３ 年 ７ 月 ２ 日至 ２００３ 年 １２ 月 ２５ 日。本次借款由杭州杭萧
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和单银木提供保证担保。
（１９）本公司与中国农业银行杭州市萧山 支行于 ２００３ 年 ７ 月 ３ 日签订
（３３０１０１１１３）农银借字（２００３）第 １４６ 号《借款合同》。借款金额人民币 １０００ 万
元，年利率为 ５．８４１％，借款期限自 ２００３ 年 ７ 月 ３ 日至 ２００４ 年 ４ 月 ３０ 日。本次借
款由（３３０１０１１１３）农银高抵字（２００３）第 ００３ 号最高额抵押合同所担保。
２、抵押合同
（1）本公司与交通银行杭州市萧山支行于 ２００１ 年 １１ 月 ３０ 日签订的萧交银 ２００１
年最抵字第 ２０６４ 号《交通银行短期借款最高额抵押合同》，根据该合同，本公司就
其与交通银行杭州市萧山支行自 ２００１ 年 １２ 月 ５ 日起至 ２００４ 年 １２ 月 ５ 日止，在交
通银行杭州市萧山支行处理约定的各类业务，实际形成的债权的最高余额折合人民
币 ２３０ 万元向交通银行杭州市萧山支行提供担保，抵押物为本公司拥有的萧山市新
街镇字第 １１２２９８ 号房权证的房产（建筑面积为 ３，１２７．７２ 平方米）以及土地证号为
杭萧国用（２００１）字 １４０００１４ 号的土地使用权（面积为 ７，１８２．７８ 平方米）。
（２）本公司与中国农业银行杭州市萧山支行于 ２００２ 年 ７ 月 ５ 日签订的
（３３０１０１１１６）农银高抵字（２００１）第 ０３８ 号《最高额抵押合同》，根据该合同，本
公司就其与中国农业银行杭州市萧山支行自 ２００２ 年 ７ 月 ５ 日起至 ２００３ 年 ５ 月 ５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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止，在中国农业银行杭州市萧山支行处理约定的各类业务，实际形成的债权的最高
余额折合人民币 １０５８ 万元向中国农业银行杭州市萧山支行提供担保，抵押物为本
公司在杭州市工商行政管理局萧山分局办理的萧工商登字第 ００２１４８ 号《企业抵押
物登记证》上所拥有的机器设备。
（３）本公司与中信实业银行杭州分行萧山支行于 ２００１ 年 ７ 月 １８ 日签订的
（２００１）信银杭萧之最抵字 ３６０ 号《中信实业银行杭州分行萧山之行最高额抵押合
同》。本公司以集体宿舍房产作抵押，从 ２００１ 年 ７ 月 １８ 日至 ２００３ 年 ７ 月 １７ 日可
在不超过 ３００ 万元的贷款余额内周转提供担保。
（４）本公司与杭州市萧山区新街镇农村信用合作社于 ２００１ 年 ５ 月 ８ 日签订的
浙农信高抵借字［２００１００３４０００］第 ２００１－０７ 号《最高抵押合借款合同》，本公司以部
分房产（见抵押清单）抵押，从 ２００１ 年 ５ 月 ８ 日至 ２００４ 年 ５ 月 ８ 日可在最高贷款
额 ７００ 万元内分次贷款。
（５）本公司与杭州市萧山区新街镇农村信用合作社于 ２００２ 年 ７ 月 ５ 日签订的
《最高抵押合借款合同》，本公司以部分房产（见抵押清单）抵押，从 ２００２ 年 ７ 月
５ 日至 ２００５ 年 ７ 月 ５ 日可在最高贷款额 １，０００ 万元内分次贷款。
（６）本公司与中国工商银行杭州市萧山支行于 ２００２ 年 １２ 月 １９ 日签订的合同
编号 ２２０６３２ＧＤ０２００１ 号《最高额抵押合同》，根据该合同，为了确保 ２００２ 年 １２ 月
１９ 日起至 ２００４ 年 １２ 月 １９ 日期间浙江杭萧钢构股份有限公司在人民币玖仟万元最
高贷款余额内与中国工商银行杭州市萧山支行签订的所有人民币及外汇借款合同
项下的借款人义务能得以确实履行，本公司以编号为 ２２０６３２ＤＷ０２００１ 号《抵押物清
单》上的房屋及土地使用权进行抵押。
（７）本公司与中国农业银行杭州市萧山支行于 ２００３ 年 １ 月 ９ 日签订的
（３３０１０１１１３）农银高抵字（２００３）第 ００３ 号《最高额抵押合同》，根据该合同，本
公司就其与中国农业银行杭州市萧山支行自 ２００３ 年 １ 月 ９ 日起至 ２００４ 年 １ 月 ９ 日
止，在中国农业银行杭州市萧山支行处理约定的各类业务，实际形成的债权的最高
余额折合人民币 ３８８０ 万元向中国农业银行杭州市萧山支行提供担保，抵押物为本
公司在杭州市房产管理局办理的萧房新街他字第 １１１８００２ 号房屋所有权证上所列房
地产。
（８）本公司与杭州市萧山区新街镇农村信用合作社于 ２００３ 年 ３ 月 １８ 日签订
的《最高抵押合借款合同》，抵押物为本公司在杭州市工商行政管理局萧山分局办
理的萧工商合登字第 ００２３７１ 号《企业抵押物登记证》上所拥有的机器设备。从 ２００３
年 ３ 月 １８ 日至 ２００５ 年 ３ 月 １０ 日可在最高贷款额 ９００ 万元内分次贷款。
（９）本公司与中国农业银行杭州市萧山支行于 ２００３ 年 ６ 月 ９ 日签订的
（３３０１０１１１３）农银高抵字（２００３）第 ０３４ 号《最高额抵押合同》，根据该合同，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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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就其与中国农业银行杭州市萧山支行自 ２００３ 年 ６ 月 ９ 日起至 ２００４ 年 ６ 月 ８ 日
止，在中国农业银行杭州市萧山支行处理约定的各类业务，实际形成的债权的最高
余额折合人民币 ９００ 万元向中国农业银行杭州市萧山支行提供担保，抵押物为房屋
所有权证：杭房权证萧字第 １１２４００ 号和萧山市房权证新街镇第 １１１５９２－１ 号，国有
土地使用权证：萧国用（９８）字第 １４０００５ 号。
３、工程承包合同
截止 ２００３ 年 ９ 月 １２ 日，本公司正在履行的工程承包合同总金额为 １１５，７２８．８３
万元，目前未实现销售金额为 ５０，４３１．１８ 万元。其中，２００１ 年签订的目前未能实现
销售的合同为 １，７８０．４９ 万元，２００２ 年签订的目前未能实现销售的合同为 １１，７４９．４３
万元，２００３ 年新签订的合同金额为 ７７，８６３．０２ 万元 ，尚未实现销售收入的为
３６，９０１．２６ 万元。
本公司目前正履行的重大合同如下表所示：
类别

合同项目

2003 年 8 月底 到 8 月底
合同总价(元)
已实现销售 完工进度 预计完工时间
121,000,000

103,461,137

85.5%

２００３ 年 １０ 月

6,501,000

1,900,000

29.22%

２００３ 年 １２ 月

新疆瑞泰房地产开发公司

17,010,000

0

台州市广播电视中心

15,712,200

12565220

１０，９００，０００

0

８，１８６，６００

4855500

北京世纪财富中心

７７，６０７，７００

0

２００４ 年 ４ 月

湖南文化大厦

２６，０００，０００

0

２００４ 年 １ 月

南京国际商贸城

２７，５９３，７００

0

新疆亚中物流美居物流园

１６４，７９０，２００

151177060

９１％

２００３ 年 ９ 月

多层钢 新疆华凌国际商贸广场
结构 甘孜州大吉集团有限公司

１３３，３６０，５６２

120,000,000

９０％

２００３ 年 ９ 月

５，９００，０００

0

２００３ 年 １２ 月

屯河超市钢结构

１２，４８８，０００

0

２００３ 年 １１ 月

武汉香利房产（武汉证券大厦）
西安鸿基科工贸公司

高层钢
浦东香格里拉酒店
结构
台州海关办公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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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波华通集团股份公司

17,102,402

16,139,066

长春虹桥纸业有限公司厂房

16,000,000

0

清华阳光太阳能集热营基地（暂定）

１２，９００，０００

１１，２００，０００

８６．８％

２００３ 年 ９ 月

华芮纺织（中国）有限公司

１０，７００，０００

３，２００，０００

２９．９％

２００３ 年 １２ 月

重庆建川房地产开发公司

１３，６１９，３００

0

北京阳光百校房地产开发公司

１３，６８０，０００

１１６８００００

韩国三星工程(苏州三星)

１７，６５２，６８０

江办韩泰轮胎钢结构工程

１５，０００，０００
７，５３８，０００

95%

２００３ 年 １２ 月

２００４ 年 ３ 月
８５．３８％

２００３ 年 ９ 月

１６，５９７，０２４

９４％

２００３ 年 ９ 月

１２，９００，０００

８６％

２００３ 年 ９ 月

５，８９２，１００ ７８．１６％

２００３ 年 ９ 月

３１，５６３，３６０

８，５２８，３４０

２７．０２％

２００３ 年 １２ 月

加泰罗尼亚高新机械公司轻钢厂房

９，０２４，９６０

3,867,840

42.86%

２００３ 年 １２ 月

杭州朝阳橡胶有限公司

８，７３９，４９２

７，８４３，３８０

８０．５３％

２００３ 年 １２ 月

重庆宗庆摩托

６，０００，０００

５，４００，０００

９０％

２００３ 年 １２ 月

华联集团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５，４００，０００

0

２５，５００，０００

22,950,000

９０％

２００３ 年 １０ 月

轻钢结 新天国际葡萄酒业有限公司
构 伊犁霍尔果斯皮革二期限工程

１４，８７０，１００

５，３６８，８０１．４３

３６％

２００３ 年 １２ 月

１１，６９５，０００

1,400,000

１１．９７％

２００３ 年 １１ 月

上海浙东建材有限公司

１８，０００，０００

宁波乐惠食品设备制造有限公司

１０，１６０，０００

0
3,024,000

３０％

２００３ 年 １２ 月

５，９８９，３２３

3593594

６０％

２００３ 年 １２ 月

勒苏）消毒车间

５，７５８，９６５

3455379

60%

２００３ 年 １２ 月

苏春工业坊二期二标工程

５，８３８，７７２

0

２００３ 年 １２ 月

杭州巨星科技有限公司

５，０００，０００

２００３ 年 １２ 月

嘉兴汉明纳特

５，４００，０００

0
0

华鑫源钢铁公司炼钢厂房
海螺水泥股份公司窑尾钢塔架

１３，５８０，０００

０

２００３ 年 １０ 月

７，５７９，０００

０

２００３ 年 １０ 月

重庆长安涂装厂房
浙江中马机械车间及检测楼

１３，６００，０００

２７２００００

２００３ 年 １０ 月

１１，１４０，５００

０

大连富地重工机械制造公司
新疆天盛纱业公司厂房

７，３０３，８００

０

２００３ 年 １０ 月

５９，３９３，６００

０

２００３ 年 １１ 月

１０，３００，０００

０

２００３ 年 １２ 月

１，０４３，０７９，２１６

５３９，７１８，４４１

金坛纺织机械厂
宁波爱握乐房产开发有限公司轻钢
厂房

重庆长安工业园整车一期

２００３ 年 １２ 月

２００３ 年 １０ 月

浙江卡松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克孜
勒苏）生产车间
浙江卡松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克孜

湖北洪城公司重钢厂房
合计

２００３ 年 １２ 月

上表中的合同按时间先后摘要如下：
（１）本公司与武汉香利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湖北省建筑总公司第六工程公
司于 ２００１ 年 ８ 月 ２３ 日签订的《结构工程施工承包合同》，该合同约定的武汉国际
证券大厦工程承包范围为主楼±０．００ｍ 以上结构部分，及结施图的全部，各专业预
埋管件工程（预埋管件材料由武汉香利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提供），箱形柱内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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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包混凝土，外露钢构件防锈、涂层、防火保护等；结构工程的原、辅材料的采购、
制造、运输、安装、防锈、防火保护等。该工程的结构建筑面积为 １１０，０００ 平方米
（以建施图为准）；工程总造价为 １２，１００ 万元（暂定），具体工程款结算方式为：
主楼±２７．５５ｍ 以上，南北两侧裙房±０．００ｍ 以上结构部分包干单价为 １，１００ 元／米
（不再增加任何费用）乘以施工实际建筑面积进行工程款结算。
（２）本公司与西安市鸿基科工贸有限公司于 ２００２ 年 ３ 月 １１ 日签订的《建筑
钢结构工程安装承包合同》
（合同编号 ＨＸ２００２－００７），根据该合同，本公司的工程承
包范围为钟楼小区 ２ 号楼工程的钢结构部分的设计、制作、运输、安装、材料自检
及工程施工交工资料。该工程钢结构建筑面积为 １０，０００ 平方米（暂估），工程总造
价为 ５８５．７３ 万元人民币（暂估）。
（３）本公司与乌鲁木齐市瑞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于 ２００２ 年 ６ 月 ２ 日签订的
《建筑钢结构工程承包合同》，根据合同，工程承包范围为瑞泰商厦地上八层钢结
构、钢楼承板、钢楼梯钢结构部分的工程。该工程建筑面积为 75600 平方米，总造
价为 1701 万元（暂估价）。
（４）本公司与台州市广播电视中心建设指挥部于 2002 年 6 月 30 日签订的《台
州市广播电视中心工程合同》。根据合同，工程承包范围为钢结构梁、柱制作、运
输、安装。工程总造价估算为 1571.22 万元。
（５）本公司与宁波华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于 ２００２ 年 ８ 月 ５ 日签订的《宁波双
圆有限公司铝材厂熔铸压延车间轻钢结构工程承包合同》，根据合同，工程承包范
围为±０．０００ 以上建筑钢结构部分及屋面。±０．０００ 以上钢结构图设计、原辅材料
的采购、制造、运输、安装等。该工程钢结构总建筑面积为 ２２８２４ 平方米；工程总
造价为人民币 １１３７.25 万元。
（６）本公司与长春虹桥纸业有限公司于 ２００２ 年 ９ 月 ２０ 日签订的《长春虹桥
纸业有限公司厂房、仓库、办公楼钢结构工程承包合同》，根据合同，工程承包范
围为±０．０００ 以上建筑钢结构部分及屋面、墙面（不含砌体、混凝土）
，门窗及排水
系统等。±０．０００ 以上钢结构图设计、原辅材料的采购、制造、运输、安装等。该
工程钢结构总建筑面积为 ３２１４５ 平方米；工程总造价为人民币 １６００ 万元。
（７）本公司与韩国三星工程有限公司（苏州）于 ２００２ 年 １１ 月 １３ 日签订的《苏
州三星电子液晶显示器有限公司钢结构工程承包合同》，根据合同，工程承包范围
为钢结构制造及安装等。该工程总造价为人民币 １７６５．２６８ 万元。
（８）本公司与北京阳光百校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于 ２００２ 年 １１ 月 ２０ 日签订的
《建筑钢结构工程承包合同》，根据合同，工程承包范围为钢结构设计、制造及安
装等。该工程总造价为人民币 １３６８ 万元。
（９）本公司与重庆建川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于 ２００２ 年 １２ 月 ５ 日签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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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里店广场—东方家园建筑钢结构工程承包合同》，根据合同，工程承包范围为
钢结构设计、制造及安装等。该工程总造价为人民币 １３６１．９３ 万元。
（１０）本公司与北京京玻建筑有限公司于 ２００２ 年 １２ 月 ６ 日签订的《清华阳光
太阳能集热管基地建筑钢结构工程承包合同》，根据合同，工程承包范围为钢结构
设计、制造及安装等。该工程总造价为人民币 １２９０ 万元。
（１１）本公司与华芮纺织（中国）有限公司于 ２００２ 年 １２ 月 １９ 日签订的《建筑
钢结构设计、制作、安装承包合同》，根据合同，工程承包范围为钢结构设计、制
造及安装等。该工程总造价为人民币 １０７０ 万元。
（１２）本公司与新疆华顺工贸有限公司于 ２００２ 年 １２ 月 ２０ 日签订的《华凌国
际商贸广场建筑钢结构工程承包合同》，根据合同，工程承包范围为钢结构设计、
制造及安装等。该工程总造价为人民币 １８９６３．６５６２ 万元。
（１３）本公司与新疆亚中物流商务网络有限责任公司于 ２００３ 年 １ 月 １６ 日签订
了《建筑钢结构承包合同》（新疆亚中物流美居物流园），根据合同，工程承包范围
为钢结构设计、制造及安装等。该工程总造价为人民币 １５７９０．７４ 万元。
根据补充合同该工程总造价调整为人民币 １６４７９．０２ 万元。
（１４）本公司与宁波爱握乐房产开发有限公司于 ２００３ 年 ２ 月 １６ 日签订了《建
筑钢结构工程承包合同》，根据合同，工程承包范围为钢结构设计、制造及安装等。
该工程总造价为人民币 ３０４３．４４ 万元。
（１５）本公司与加泰罗尼亚高新机械制造（宁波）有限公司于 ２００３ 年 ２ 月 １６
日签订了《建筑钢结构工程承包合同》，根据合同，工程承包范围为钢结构设计、
制造及安装等。该工程总造价为人民币 ９０２．４９６ 万元。
（１６）本公司与上海浦东新区香格里拉酒店有限公司于 ２００３ 年 １ 月 ３０ 日签订
了《中国上海市浦东香格里拉酒店扩建工程钢结构供应及安装专业分包工程合同》，
根据合同，工程承包范围为钢结构设计、制造及安装等。该工程总造价为人民币 １０９０
万元。
（１７）本公司与杭州朝阳橡胶有限公司于 ２００３ 年 ２ 月签订了《建设工程施工
合同》，根据合同，工程承包范围为钢结构设计、制造及安装等。该工程总造价为
人民币 ９６６．６２６７ 万元。
（１８）本公司与重庆宗庆摩托车有限公司于 ２００３ 年 ２ 月 ２４ 日签订了《建筑钢
结构工程承包合同》，根据合同，工程承包范围为钢结构设计、制造及安装等。该
工程总造价为人民币 ６００ 万元。
（１９）本公司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台州海关于 ２００３ 年 ３ 月签订了《建设工程施
工合同》，根据合同，工程承包范围为钢结构设计、制造及安装等。该工程总造价
为人民币 ８１８．６６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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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本公司与无锡华联科技集团有限公司于 ２００３ 年 ３ 月 ２９ 日签订了《建筑
钢结构工程承包合同》，根据合同，工程承包范围为钢结构设计、制造及安装等。
该工程总造价为人民币 ５４０ 万元。
（２１）本公司与浙江金星建设发展有限公司于 ２００３ 年 ５ 月 ２４ 日签订了《建筑
钢结构工程承包合同》，根据合同，工程承包范围为钢结构设计、制造及安装等。
该工程总造价为人民币 ５８５．７８ 万元。
（２２）本公司与重庆长安建设工程有限公司于 ２００３ 年 ４ 月 １８ 日签订了《建筑
钢构制作安装工程分包合同书》，根据合同，工程承包范围为钢结构设计、制造及
安装等。该合同价款为人民币 ２５５０ 万元。
（２３）本公司与江苏南通三建集团有限公司 ２００３ 年 ４ 月 ２０ 日签订了《世纪财
富中心建设工程施工合同》，根据合同，工程承包范围为钢结构工程的加工图设计、
制作、运输、安装。该合同价款为人民币 ７７６０．６７ 万元。
（２４）本公司与新天国际葡萄酒业有限公司于 ２００３ 年 ５ 月 ３ 日签订了《建筑
钢结构工程承包合同》，根据合同，工程承包范围为钢结构设计、制造及安装等。
该工程总造价为人民币 １４８７．０１ 万元。
（２５）本公司与甘孜州大吉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于 ２００３ 年 ５ 月 ５ 日签订了《建
筑钢结构加工承揽合同》，根据合同，工程承包范围为钢结构设计、制造及安装等。
该工程总造价为人民币 ５９０ 万元。
（２６）本公司与伊犁霍尔果斯皮革有限公司于 ２００３ 年 ５ 月 １９ 日签订了《建筑
钢结构工程承包合同》，根据合同，工程承包范围为钢结构设计、制造及安装等。
该工程总造价为人民币 １１６９．５０ 万元。
（２７）本公司与上海浙东建材有限公司于 ２００３ 年 ５ 月 ２２ 日签订了《钢结构制
作安装工程承包合同》，根据合同，工程承包范围为钢结构设计、制造及安装等。
该工程总造价为人民币 １８００ 万元。
（２８）本公司与宁波乐惠食品设备制造有限公司于 ２００３ 年 ５ 月 ３０ 日签订了《建
筑钢结构制作、安装承包合同》，根据合同，工程承包范围为钢结构设计、制造及
安装等。该工程总造价为人民币 １００８ 万元。
（２９）本公司与克孜勒苏新蓉皮革有限公司于 ２００３ 年 ６ 月 ３ 日签订了《建筑
钢结构工程承包合同》，根据合同，工程承包范围为钢结构设计、制造及安装等。
该工程总造价为人民币 ５９８．９３２３ 万元。
（３０）本公司与克孜勒苏新蓉皮革有限公司于 ２００３ 年 ６ 月 ３ 日签订了《建筑
钢结构工程承包合同》，根据合同，工程承包范围为钢结构设计、制造及安装等。
该工程总造价为人民币 ５７５．８９６５ 万元。
（３１）本公司与中新苏州工业园区置地有限公司于 ２００３ 年 ６ 月 ２１ 日签订了《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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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工业坊二期二标钢结构工程合同书》，根据合同，工程承包范围为钢结构设计、
制造及安装等。该工程总造价为人民币 ５８３．８７７１５ 万元。
（３２）本公司与杭州巨星科技有限公司于 ２００３ 年 ６ 月 １４ 日签订了《建设工程
施工合同》，根据合同，工程承包范围为钢结构设计、制造及安装等。该工程总造
价为人民币 ５００ 万元。
（３３）本公司与汉纳明特金属制品（嘉兴）有限公司于 ２００３ 年 ６ 月 ３０ 日签订
了《建筑钢结构制作安装合同》，根据合同，工程承包范围为钢结构设计、制造及
安装等。该工程总造价为人民币 ５４０ 万元。
（３４）本公司与山西河津市华鑫源钢铁有限公司于 ２００３ 年 ７ 月 ３ 日签订了《建
筑钢结构制作安装合同》，根据合同，工程承包范围为钢结构设计、制造及安装。
该合同价款为人民币 １３５８ 万元。
（３５）本公司与南京新邯郸建材机械厂于 ２００３ 年 ７ 月 １１ 日签订了《钢结构构
件加工承揽合同》，根据合同，工程承包范围为部分钢结构构件及原辅材料采购、
制造、防锈、运输。该合同价款为人民币 ７５７．９ 万元。
（３６）本公司与湖南保利南方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于 ２００３ 年 ７ 月 １８ 日签订了
《建筑钢结构制作安装合同》，根据合同，工程承包范围为部分钢结构设计、制造
及安装等。该合同价款为人民币 ２６００ 万元。
（３７）本公司与南京国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及南京国际商城建设有限公司于
２００３ 年 ７ 月 ２２ 日签订了《施工承包合同》，根据合同，工程承包范围为钢结构的制
作与安装等。该合同价款为人民币 ２７５９．３７ 万元。
（３８）本公司与重庆长安建设工程有限公司于 ２００３ 年 ７ 月 ２３ 日签订了《建筑
钢结构制作安装工程分包合同书》，根据合同，工程承包范围为部分钢结构设计、
制造及安装等。该合同价款为人民币 １３６０ 万元。
（３９）本公司与浙江中马机械有限公司于 ２００３ 年 ７ 月 ２８ 日签订了《建筑钢结
构制作安装合同》，根据合同，工程承包范围为钢结构设计、制造及安装等。该合
同价款为人民币 １１１４．０５ 万元。
（４０）本公司与大连富地重工机械制造有限公司于 ２００３ 年 ８ 月 ８ 日签订了《建
筑钢结构制作安装合同》，根据合同，工程承包范围为钢结构设计、制造及安装等。
该合同价款为人民币 ７３０．７８ 万元。
（４１）本公司与昌吉州聚仁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于 ２００３ 年 ８ 月 １６ 日签订
了《建筑钢结构制作安装合同》，根据合同，工程承包范围为钢结构设计、制造及
安装等。该合同价款为人民币 １２４８．８ 万元。
（４２）本公司与新疆天盛纱业有限公司于 ２００３ 年 ８ 月 ２６ 日签订了《建筑钢结
构制作安装合同》，根据合同，工程承包范围为钢结构设计、制造及安装等。该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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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价款为人民币 ５９３９．３６ 万元。
（４３）本公司与湖北洪城通用机械股份有限公司于 ２００３ 年 ９ 月 ２ 日签订了《建
筑钢结构制作安装合同》，根据合同，工程承包范围为钢结构设计、制造及安装等。
该合同价款为人民币 １０３０ 万元。
４、承销协议
本公司与大鹏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于 ２００２ 年 ５ 月 ２３ 日签订了《承销协议》，本
公司委托大鹏证券有限责任公司担任本公司本次股票发行的主承销商，双方对主承
销商的委任，发行的股票种类、数量、金额及发行价格、承销的方式、期限及起止
日期、承销费用、承销的付款方式及日期、违约责任等其他事项作了约定。
上述重要协议中，不存在对公司的经营活动已经或可能产生重大不利影响的内
容，上述协议的内容和形式均合法、有效。在上述协议项下的本公司已经承担或将
要承担的义务与公司依据其他协议承担的义务并无冲突。

三、其他重要事项
截止本招股说明书签署之日，本公司没有尚未了结的对财务状况、经营业绩、
声誉、业务活动及未来前景等可能产生较大影响的重大诉讼、仲裁案件或受到行政
处罚的事件。本公司控股股东单银木先生没有受刑事追究或涉及重大经济、民事、
行政案件的情况。
本公司没有可以预见的重大法律诉讼、仲裁案件或者行政处罚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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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四章 董事及有关中介机构声明
董事会成员签署意见
本公司全体董事承诺本招股说明书及其摘要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１、杭萧钢构股份有限公司（盖章）

２、董事会成员签字

单 银 木

潘 金 水

戴 瑞 芳

魏 潮 文

王 琦 琼

安 浩 峰

周 似 荣

３、签署日期：
２００３ 年 ９ 月 １７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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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承销商声明
本公司已对招股说明书及其摘要进行了核查，确认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１、大鹏证券有限责任公司（盖章）

２、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字：

徐卫国

３、项目负责人签字：

冯洪全

４、签署日期：

２００３ 年 ９ 月 １７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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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行人律师声明
本所及经办律师保证由本所同意发行人在招股说明书及其摘要中引用的法律
意见书和律师工作报告的内容已经本所审阅，确认招股说明书不致因上述内容出现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及重大遗漏引致的法律风险，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
性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１、北京市竞天公诚律师事务所（盖章）

２、单位负责人签字：

张绪生

３、经办律师签字：

张绪生、白维

４、签署日期：

２００３ 年 ９ 月 １７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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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计师事务所声明
本所及经办会计师保证由本所同意浙江杭萧钢构股份有限公司在招股说明书
及其摘要中引用的财务报告已经本所审计，确认招股说明书不致因上述内容而出现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及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相应的法
律责任。

１、北京中天华正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盖章）

２、单位负责人签字：
梁春

３、经办注册会计师签字：
付丽君、李旭冬

４、签署日期：
２００３ 年 ９ 月 １７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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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计师事务所声明
本所及经办会计师保证由本所同意浙江杭萧钢构股份有限公司在招股说明书
及其摘要中引用的验资报告及有关数据已经本机构审阅，确认招股说明书不致因上
述内容而出现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及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
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１、北京中天华正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盖章）

２、单位负责人签字：
梁春

３、经办注册会计师签字：
付丽君、李旭冬

４、签署日期：２００３ 年 ９ 月 １７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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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和备查文件

一、招股说明书附录
最近三年又一期审计报告及财务报告全文；

二、备查文件目录
１、招股说明书；
２、招股说明书摘要；
３、审计报告及财务报表；
４、发行人律师对本次发行的法律意见书及律师工作报告；
５、发行人历次验资报告；
６、有关增资及变更的法律文件；
７、历次股利分配的决议及记录；
８、《浙江杭萧钢构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修订案）》及其他有关内部管理制度；
９、浙江杭萧钢构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大会关于公开发行股票的决议；
１０、发行人的发起人协议；
１１、与本次发行有关的重大合同，包括控股股东股份锁定声明等；
１２、浙江省人民政府企业上市工作领导小组浙上市［２０００］６５ 号文《关于同意变
更设立浙江杭萧钢构股份有限公司的批复》及注册登记文件；
１３、发行人及主要发起人的营业执照；
１４、证券监管机构等政府部门对本次发行有关的文件；
１５、本公司与主承销商签订的股票承销协议；
１６、有关关联交易协议。
１７、环保证明；
１８、税务证明；
１９、避免同业竞争承诺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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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查阅时间和地点
１、查阅地点：
（１）浙江杭萧钢构股份有限公司证券办
地

址：浙江省杭州市萧山区新街镇盛东村

电

话：（０５７１）８７２４６７８８—８０１０、８０１３

传

真：（０５７１）８７２４０４８４

联系人：来巧红、陈玉兴
（２）大鹏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地址：深圳市深南东路 ５００２ 号信兴广场地王商业中心商业大楼九层
联系人：冯洪全、尤凌燕
电话：０７５５－８２４６３３８８
２、查阅时间：
周一至周五，上午 ９：００—１１：３０，下午 １：３０—４：３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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