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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重要声明与提示

浙江杭萧钢构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公司”、“发行人”）董事
会保证上市公告书的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全体董事承诺上市公告书不存在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责任。
根据《公司法》、《证券法》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本公司董事、高级管理
人员已依法履行诚信和勤勉尽责的义务和责任。
证券交易所、中国证监会、其他政府机关对本公司股票上市及有关事项的意见，
均不表明对本公司的任何保证。
本公司提醒广大投资者注意，凡本上市公告书未涉及的有关内容，请投资者查
阅 ２００３ 年 １０ 月 ２１ 日刊载于《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和《证
券日报》的本公司招股说明书摘要及刊登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ｈｔｔｐ：／／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的本公司招股说明书全文。

第二节

概览

１、股票简称：杭萧钢构
２、沪市股票代码：６００４７７
３、深市代理股票代码：００３４７７
４、总股本：７，７３６．６８２３ 万股
５、可流通股本：２，５００．００ 万股
６、本次股票发行价格：１１．２４ 元／股
７、本次上市流通股本：２，５００．００ 万股
８、上市地点：上海证券交易所
９、上市日期：２００３ 年 １１ 月 １０ 日
１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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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１、上市推荐人：大鹏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第一创业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根据国家现行法律、法规规定，本公司发起人股东所持股份暂不上市流通；本
公司的第一大股东承诺：自本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 １２ 个月内，不转让其持有的本
公司股份，也不由本公司回购其所持有的股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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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绪言

本上市公告书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股
票发行与交易管理暂行条例》
、
《公开发行股票公司信息披露实施细则》和《上海证
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国家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并按照中国证监会《公开
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７ 号－股票上市公告书》而编制，旨在
向投资者提供本公司的基本情况和本次股票上市的有关资料。
经中国证监会证监发行字［２００３］１２９ 号文核准，本公司于 ２００３ 年 １０ 月 ２４
日利用上海证券交易所和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以向沪市、深市二级市场投资
者定价配售的方式成功发行 ２，５００ 万股人民币普通股，每股面值 １．００ 元，经上海
证券交易所上证上字［２００３］１３３ 号《关于浙江杭萧钢构股份有限公司人民币普通
股股票上市交易的通知》批准，本公司公开发行的 ２，５００ 万股人民币普通股股票将
于 ２００３ 年 １１ 月 １０ 日起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股票简称“杭萧钢构”，沪
市股票代码为“６００４７７”，深市代理股票代码为“００３４７７”。
本公司已于 ２００３ 年 １０ 月 ２１ 日（Ｔ－３ 日）在《中国证券报》、
《上海证券报》、
《证
券时报》和《证券日报》上刊登了《招股说明书摘要》，招股说明书正文及其附录
刊载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距今不足三个月，故与其重复的内
容不再重述，敬请投资者查阅上述内容。

第四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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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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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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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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００ 年 １２ 月 ２８ 日，公司在浙江省工商行政管理局注册登记，领取了注册号
为 ３３００００１００７４９３ 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
公司的发起人为自然人单银木、潘金水、戴瑞芳、陈辉、许荣根以及浙江国泰
建设集团有限公司、靖江地方金属材料有限公司、浙江省工业设计研究院三家法人
单位。其中单银木持有本次发行前 ５３．３６％的股份，为公司的实际控制人。
经中国证监会证监发行字［２００３］１２９ 号文批准，本公司于 ２００３ 年 １０ 月 ２４ 日
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以向二级市场投资者定价配售方式成功发行了人民币普通股
２，５００ 万股，每股面值 １．００ 元，每股发行价格 １１．２４ 元。此次发行完成后，本公
司的总股本增至 ７，７３６．６８２３ 万股。

三、发行人主要经营情况
（一）发行人的业务及业务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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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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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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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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钢结构及构件专业化设计

钢结构及构件
的标准化安装

建筑钢结构工程

（二）发行人的优势与劣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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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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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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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公司拥有一定的成本优势。公司已形成了一定的规模经济，效率较高，综
合成本低。同时，通过在外地设立子公司生产基地，劳动力成本、运输成本、原材
料成本都具备一定的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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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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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的目前的不足主要表现在，一方面受融资渠道的限制，公司业务发展所需
的资金基本上通过自有流动资金和银行贷款解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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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公司目前的债务结构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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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主要财务指标
请参见本上市公告书“财务会计资料”中的相关内容。
（四）主要知识产权、特许经营权和非专利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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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ＨＡＮＧＸＩＡＯ

注册证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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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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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专利号

专 利 权 授权公告日
期限

楼板施工用钢模板组合件

实用新型

ＺＬ０２－２－０４６００．３ １０ 年

２００３－０１－０１

楼板中的模板结构组合件

实用新型

ＺＬ０２－２－０３７６６．７ １０ 年

２００３－０２－１９

公司还有如下专利正在申请中：
专利名称

专利类型

申请号

可调式楼面钢模板支撑组合件

实用新型

０２２８３１２７．４

２００２－１０－１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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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混凝土组合梁

实用新型

０３２０１９０９．２

２００３－０１－０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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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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享有的财政税收优惠政策
１、本公司控股子公司安徽杭萧钢结构有限公司为外商投资企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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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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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 ２０００ 年所得税减免幅度 ５％（减免金额不得超过
２０ 万元），实际免缴所得税 １３５，７８３．９８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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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开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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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 ２０００ 年扣除
２６４，８６１．３２ 元，２００１ 年扣除 ８０３，３７３．３９ 元，２００２ 年扣除 １，０１８，７８９．９４ 元。
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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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技术改造而购买国产设备的 ４０％
部分可抵减所得税额。公司 ２０００ 年抵减所得税 ２，６４３，９３２．００ 元，２００２ 年抵减所得
税 ８，２６７，４３６．０４ 元。
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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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有关规定，公司 ２００３ 年融资租赁费可在
税前抵扣，计 ２０，７６８，６７９．２４ 元。

第五节

股票发行与股本结构

一、本次股票上市前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情况
１、发行数量：
２、发行价格：

２５，０００，０００股
１１．２４元／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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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募集资金总额：

２８，１００万元

４、发行方式：

全部向二级市场投资者定价配售２００３月１０月２１日持
有上海证券交易所或深圳证券交易所已上市流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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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的投资者
发行费用总额１，６３０．４０万元，包括承销费用、审计
费用、评估费用、律师费用、发行手续费用、审核
费用、宣传路演费等项目
０．６５元

６、发行费用总额及项目：

７、每股发行费用：

二、本次股票上市前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承销情况
本次公开发行的 ２，５００ 万股社会公众股的配号总数为 ５８４３８３３４ 个，中签率为
０．０４２７８０１４％，其中，二级市场投资者认购 ２４，６６３，１９３ 股，其余 ３３６，８０７ 股由主承
销商包销。

三、验资报告
北京中天华正会计师事务有限公司对本公司本次上市前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
集资金出具了中天华正（京）验［２００３］０１６ 号《验资报告》，摘录如下：
浙江杭萧钢构股份有限公司：
我们接受委托，审验了贵公司截至 ２００３ 年 １０ 月 ３１ 日止新增注册资本的实收
情况。按照国家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和协议、章程的要求出资，提供真实、合法、
完整的验资资料，保护资产的安全、完整是全体股东及贵公司的责任。我们的责任
是对贵公司新增注册资本的实收情况发表审验意见。我们的审验是依据《独立审计
实务公告第 １ 号——验资》进行的。在审验过程中，我们结合贵公司的实际情况，
实施了检查等必要的审验程序。
贵公司原注册资本为人民币伍仟贰佰叁拾陆万陆仟捌佰贰拾叁元
（￥５２，３６６，８２３．００），根据贵公司 ２００１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和修改后章程的规定，
申请向社会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Ａ 股）增加注册资本人民币贰仟伍佰万元
（￥２５，０００，０００．００）。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发行字【２００３】１２９ 号文核
准，同意贵公司向社会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Ａ 股）２５００ 万股，每股面值 １．００
元，每股发行价为人民币 １１．２４ 元。根据我们的审验，截至 ２００３ 年 １０ 月 ３１ 日止，
贵公司实际已发行人民币普通股（Ａ 股）２５００ 万股，应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贰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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捌仟壹佰万元，扣除券商承销佣金及上网发行手续费等计人民币玖佰叁拾万零贰佰
伍拾元零捌分（￥９，３００，２５０．０８）后，募集资金金额为人民币贰亿柒仟壹佰陆拾玖
万玖仟柒佰肆拾玖元玖角贰分（￥２７１，６９９，７４９．９２），其中实收资本人民币贰仟伍
佰万元（￥２５，０００，０００．００）。截至 ２００３ 年 １０ 月 ３１ 日止，变更后的累计注册资本
实收金额为人民币柒仟柒佰叁拾陆万陆仟捌佰贰拾叁元（￥７７，３６６，８２３．００）。
同时我们注意到，贵公司本次增资前的注册资本为人民币伍仟贰佰叁拾陆万陆
仟捌佰贰拾叁元（￥５２，３６６，８２３．００）业经北京中天华正会计师事务所审验，并于
２０００ 年 １２ 月 １３ 日出具京验［２０００］１００１ 号验资报告。本验资报告供贵公司申请变
更登记及据以向股东签发出资证明时使用，不应将其视为是对贵公司验资报告日后
资本保全、偿债能力和持续经营能力等的保证。因使用不当造成的后果，与执行本
验资业务的注册会计师及会计师事务所无关。

附件：１．注册资本变更情况明细表
①新增注册资本实收情况明细表（表 １）
②注册资本变更前后对照表（表 ２）
２．验资事项说明
中天华正会计师事务所

副主任会计师：付丽君

中国

中国注册会计师：李旭冬

北京

报告日期：２００３年１０月３１日

四、募集资金入帐情况
１、入帐时间：２００３ 年 １０ 月 ３１ 日
２、入帐金额：２７１，６９９，７４９．９２ 元（人民币贰亿柒仟壹佰陆拾玖万玖仟柒佰肆
拾玖元玖角贰分）
３、入帐帐号、资金及开户银行：
（１）、收款帐号：０８２８０１０４０００９３７７
收款银行：杭州市萧山区农行新街分理处
金额：人民币 ９１，６９９，７４９．９２ 元（人民币玖仟壹佰陆拾玖万玖仟柒佰肆
拾玖元玖角贰分）
（２）、收款帐号：３５９５９０１００１００００３７９８
收款银行：杭州市兴业银行萧山支行
金额：人民币 ２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人民币贰仟万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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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收款帐号：１２０２０９０１２９９００１７３９５１
收款银行：杭州市工行萧山支行
金额：

人民币 ８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 元（人民币捌仟万元整）

（４）、收款帐号：９５０７０１５５２６０００００６１
收款银行：杭州市浦发银行萧山支行
金额：人民币 ４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 元（人民币肆仟万元整）
（５）、收款帐号：６７５４１６００００５３１
收款银行：杭州市民生银行杭州分行钱塘支行
金额：人民币 ４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 元（人民币肆仟万元整）

五、本次股票上市前股权结构和股东持股情况
１、本公司本次上市前的股本结构
股份类别

股份数量（股）

发起人股
其中：自然人股
国有法人股
境内法人股
社会公众股
总股本

５２，３６６，８２３
４５，５５９，１３６
５２３，６６８
６，２８４，０１９
２５，０００，０００
７７，３６６，８２３

占总股本的比例
（％）
６７．６９
５８．８９
０．６８
８．１２
３２．３１
１００

２、本次上市前，本公司前十名股东持股数及比例
股份数量
序号 股东名称
（万股）
１
单银木
２，７９４．２９３７

占总股本的
比例（％）
３６．１２

２

潘金水

８６５．６２３６

１１．１９

３

戴瑞芳

６２２．６４１５

８．０５

４

浙江国泰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５２３．６６８２

６．７７

５

陈辉

１３６．６７７４

１．７７

６

许荣根

１３６．６７７４

１．７７

７

靖江地方金属材料有限公司

１０４．７３３７

１．３５

８

浙江省工业设计研究院
大鹏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天同１８０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５２．３６６８
３３．６８０７
５．６０００

０．６８
０．４４
０．０７

９
１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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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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核心技术人员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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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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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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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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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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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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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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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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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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和核心技术人员持股情况
１、个人持股
本次发行后，本公司董事长单银木持有本公司 ３６．１２％的股份，本公司董事潘金
水持有本公司 １１．１９％的股份，本公司董事戴瑞芳持有本公司 ８．０５％的股份，本公司
监事陈辉持有本公司 １．７７％的股份，本公司监事许荣根持有本公司 １．７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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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次发行后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未以亲属名义持有本公司股份。
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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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七节

同业竞争与关联交易

一、同业竞争
本公司与控股股东及主要股东及其控股参股的企业不存在同业竞争。本公司控
股股东单银木先生、主要自然人股东潘金水先生、戴瑞芳先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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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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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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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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关联方、关联方关系及关联交易
（一）关联方与关联关系
本公司目前存在的关联方及关联关系请查阅刊载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的本公司招股说明书全文及附录。
（二）关联交易的情况
本公司最近三年关联交易对公司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的影响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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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受让
股权

非经常
性

房屋
租赁

经常性

金额及比例

２００２ 年

金额（万元）

－
－

３，２５７
１０．５２

－
－

－
－

１，８４０
７．８４

－
－

－
－
－

１，３２０
１９．８４
－

－
－
１，６５９．２

－
－

－
－

１，６５９．２
０

－
－

－
－

０．００
７７．９６

－
－

－
－

０
０．００

２９．２３
０．８０

－
－

－
－

占主营收入比例（％）
金额（万元）
占主营成本比例（％）
金额（万元）
占主营利润比例（％）

收入

金额（万元）

成本

金额（万元）

利润
成本
利润
成本

金额（万元）
占利润总额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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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０１ 年

２０００ 年

关联交易的详细内容请查阅刊载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的
本公司招股说明书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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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节

财务会计信息

本公司截止 ２００３ 年 ６ 月 ３０ 日的财务会计资料，已于 ２００３ 年 １０ 月 ２１ 日在
《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及《证券时报》刊登的《招股说明书摘要》中进行
了披露，投资者欲了解详细内容，请查阅上述报纸或刊载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的本公司招股说明书全文。

一、注册会计师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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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简要会计报表
（一）简要合并资产负债表
资

产

单位：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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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３９７，３００，１３７．９１

３４１，３５９，９９４．５８

１０６，０２６，５４１．５７

１０６，６８８，４２１．６０

存

流动资产合计
长期投资：

固定资产：
固定资产原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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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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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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减：固定资产减值准备
固定资产净额

固定资产合计

８８，６２２，５７６．４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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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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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简要合并利润表
项

目

单位：元

２ ０ ０ ３ 年 1-6 月

一、主营业务收入
减：主营业务成本
主营业务税金及附加

２００２ 年

２００１ 年

２０００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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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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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简要合并现金流量表
项

目

单位：元
2003 年 1-6 月

一、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002 年

６０，６３０，３２５．４０

４５，７５６，２１０．３５

二、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６８，６０７，００９．３０

－１５５，０３５，６６２．０８

三、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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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会计报表附注
本公司会计报表附注等有关内容，请查阅2003 年10 月21日在《中国证券报》、
《上海证券报》及《证券时报》刊登的《招股说明书摘要》及刊载于上海证券交易
所网站（www.sse.com.cn）的本公司招股说明书全文及附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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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主要财务指标
主要财务指标
流动比率

2003-6-30
0.72

2002-12-31
0.67

2001-12-31
0.85

2000-12-31
0.79

速动比率
应收账款周转率（次）

0.45
4.57

0.41
7.26

0.63
5.24

0.63
3.17

存货周转率（次）
资产负债率（%）（母公司）

3.83
67.43

6.53
67.64

6.56
67.75

3.25
71.63

每股净资产（元/股）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 全面摊薄
净资产收益率（%） 加权平均

2.66
19.01

2.03
４１．５６

1.23
29.14

0.94
12.76

全面摊薄

21.52
0.63

５１．１５
０．８４

32.72
0.32

19.77
0.22

加权平均
每股经营活动现金流量（元/股）

0.63
1.16

０．８４

0.32
0.76

1.02
-

每股收益（元/股）

第九节

0.87

其他重要事项

一、自本公司股票首次公开发行之日至本上市公告书公告之日，本公司严格依
照现行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规范运行，生产经营情况正常，本公司所处行业和市
场无重大变化，主要业务发展目标的进展状况正常，主要投入、产出物供求及价格
无重大变化。
二、自本公司股票首次公开发行之日至本上市公告书公告之日，本公司没有进
行重大对外投资，无重大资产（股权）收购、出售行为。
三、自本公司股票首次公开发行之日至本上市公告书公告之日，本公司住所未
发生变更。
四、自本公司股票首次公开发行之日至本上市公告书公告之日，本公司董事、
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没有尚未了结或可能发生的刑事诉讼事项；本公司未涉及任何
重大诉讼事项或仲裁，亦无任何尚未了结或可能面临的重大诉讼或索赔要求。
五、自本公司股票首次公开发行之日至本上市公告书公告之日，本公司重大会
计政策和会计师事务所未发生变动。
六、自本公司股票首次公开发行之日至本上市公告书公告之日，本公司未发生
新的重大负债，并且重大债项未发生变化。
七、本公司股票首次公开发行和股票上市前后税负无变化。
八、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本公司第一大股东单银木先生已
承诺：自本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 １２ 个月内，不转让其持有的本公司股份，也不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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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市公司回购本公司股份。
九、根据公司股东大会的决议，发行前的滚存利润由发起人股东和社会公众股
股东共享。本公司预计在 ２００４ 年上半年进行上市后的第一次利润分配。股利分配
的具体时间由公司按照有关法律和公司章程规定的程序办理。
十、自本公司股票首次公开发行之日至本上市公告书公告之日，本公司没有其
他应披露而未披露之重大事项。

第十节

董事会上市承诺

本公司董事会将严格遵守《公司法》
、
《证券法》
、
《股票发行与交易管理暂行条
例》、《公开发行股票公司信息披露实施细则》和《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等国家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承诺自本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作到：
一、承诺真实、准确、完整、公允和及时地公布定期报告，披露所有对投资者
有重大影响的信息，并接受中国证监会、上海证券交易所的监督管理；
二、承诺本公司在知悉可能对股票价格产生误导性影响的任何公共传播媒介中
出现的消息后，将及时予以公开澄清；
三、本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核心技术人员将认真听取社会公众的
意见和批评，不利用已获得的内幕消息和其他不正当手段直接或间接从事发行人股
票买卖活动；
四、本公司没有无记录的负债。

第十一节

上市推荐人及其意见

一、上市推荐人情况
上市推荐人：大鹏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徐卫国
联系地址：深圳市深南东路 ５００２ 号信兴广场地王商业中心商业大楼八楼
电话：０７５５－８２４６３３８８
传真：０７５５－８２４６２３９１
联系人：冯洪全、肖志英、汤旸炀、马璟媛
上市推荐人：第一创业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 刘学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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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系地址：深圳市笋岗路 １２ 号中民时代广场 Ｂ 座上宾 ２５、２６ 层
电话：０７５５－２５８３２５２７
传真：０７５５－２５８３１７１８
联系人：王勇

二、上市推荐人意见
本公司上市推荐人认为本公司具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
《中华人民共
和国证券法》
、
《股票发行与交易管理暂行条例》
、
《公开发行股票公司信息披露实施
细则》和《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规定的上市条件。
本公司上市推荐人保证本公司的董事了解法律、法规、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规
则及股票上市协议规定的董事的业务与责任；本公司上市推荐人协助本公司健全了
法人治理结构、制定了严格的信息披露制度与保密制度。
本公司上市推荐人已对上市文件所载的资料进行了核实，确保上市文件真实、
准确、完整，符合规定要求，保证本公司的上市申请材料、上市公告书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保证对其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本公司上市推荐人与本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并保证不利用在上市过程中获得
的内幕信息进行内幕交易，为自己或他人谋取利益。
本公司上市推荐人愿意推荐本公司股票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

浙江杭萧钢构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０３ 年 １１ 月 ５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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