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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300434                          证券简称：金石东方                            公告编号：：2016-013 

 

四川金石东方新材料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2015 年年度报告摘要 

一、重要提示 

本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规划，投资

者应当到证监会指定媒体仔细阅读年度报告全文。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无异议声明。 

所有董事均亲自出席了审议本次年报的董事会会议。 

利安达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本年度公司财务报告的审计意见为：标准无保留审计意见。 

本报告期会计师事务所变更情况：公司本年度会计师事务所由瑞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变

更为利安达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非标准审计意见提示 

□ 适用 √ 不适用  

 

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普通股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经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的普通股利润分配预案为：以为 68,000,000 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

发现金红利 1.00 元（含税），送红股 0 股（含税），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转增 10 股。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优先股利润分配预案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金石东方 股票代码 300434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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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 林强 张天涯 

办公地址 成都市家园路 8 号大地新光华广场 A1 区 8 楼 成都市家园路 8 号大地新光华广场 A1 区 8 楼 

传真 028-87086861 028-87086861 

电话 028-87086807 028-87086807 

电子信箱 goldstone@goldstone-group.com goldstone@goldstone-group.com 

二、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公司的主营业务为钢增强塑料复合管道技术的研发和应用，为客户提供钢增强塑料复合管全套生产工

艺、技术解决方案及成套生产设备（生产线）。 

区别于一般的设备制造，公司并非仅为某种成熟产品提供生产设备，而是首先开发新型管道产品，经

过对其经济、工艺、专利保护可行性充分地论证，研发出工业化生产的方法，再为客户提供该新产品的全

套生产设备及完整的工艺和技术，使设备制造成为管道产品技术价值体现的载体。公司引导和参与了“埋

地排水用钢带增强聚乙烯（PE）螺旋波纹管”（以下简称“钢带增强塑料管”）及“钢丝网骨架塑料（聚乙烯）

复合管材及管件”（以下简称“缠绕钢丝增强管”）建设部行业标准的制定。公司自主研发的“大口径钢带增

强螺旋波纹管材成套生产技术及设备”经国家建设部部级科技成果评估认定：该项目应用技术具有较大的

创新性，形成了自主知识产权，填补了国内空白，其技术处于国际先进水平。 

公司开发的缠绕钢丝增强管和钢带增强塑料管两种新型钢增强塑料复合管具有较强的市场竞争力和

较高的综合经济效益，但公司并不直接生产这些管材，而是通过生产制造这些管材的成套生产设备，牢牢

占据了产业价值链的高端，依靠下游客户开拓管材应用市场，分享创新带来的成果，达到共同成长的目标。

公司的主要产品为钢增强塑料复合管生产线，现有两大类别：缠绕钢丝增强管生产线和钢带增强塑料管生

产线。 

缠绕钢丝增强管生产线是公司利用自主知识产权开发的新一代复合管材成套生产设备，用于生产公司

开发的缠绕钢丝增强管。缠绕钢丝增强管属埋地压力管材，可用于市政给水、燃气输送、工业输送、矿渣

输送等应用领域，在外径Φ1000mm以下规格，可以替代目前广泛运用的塑料实壁管（包括PE管、PVC管

等）和钢管。在抵抗快速应力开裂、抗蠕变、持续机械强度等方面，优于塑料实壁管。在承受同等内部压

力的条件下，该管材的管壁厚度相较塑料实壁管大幅减少，降低原材料耗用，显著降低成本。 

钢带增强塑料管生产线是公司利用自主知识产权开发的新型复合管材成套生产设备，用于生产公司开

发的钢带增强塑料管，管材口径从内径250mm至2600mm。该管材为埋地排水管材，主要用于市政排水、

排污领域，以替代塑料结构壁管（如PE双壁波纹管）、混凝土管、铸铁管和镀锌管等管材，其在矿业瓦斯

输送、农业灌溉等领域也有广阔的推广前景。钢带增强塑料管是一种以高密度聚乙烯（HDPE）为基体（内

外层）与表面涂敷粘接树脂钢带复合的缠绕结构壁管，该管材设计独特，使性能与物料消耗达到了较好的

平衡。与混凝土管、铸铁管和镀锌管等传统管材相比，在性价比、抗腐蚀性、运输和施工便利程度、密封

性等方面，钢带增强塑料管表现优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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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1、近三年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因会计政策变更及会计差错更正等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2015 年 2014 年 本年比上年增减 2013 年 

营业收入 117,112,086.05 172,830,050.30 -32.24% 238,588,152.4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23,380,632.92 32,105,976.83 -27.18% 48,900,710.8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16,518,286.05 31,483,705.06 -47.53% 46,066,921.19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30,807,539.34 26,204,718.02 17.56% 39,929,721.34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380 0.630 -39.68% 0.96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380 0.630 -39.68% 0.96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7.19% 15.49% -8.30% 27.30% 

项目 2015 年末 2014 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减 2013 年末 

资产总额 432,428,555.32 287,255,774.22 50.54% 278,126,868.7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383,704,100.49 221,587,767.57 73.16% 199,681,790.74 

2、分季度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第一季度 第二季度 第三季度 第四季度 

营业收入 40,514,581.75 29,534,733.22 25,760,172.76 21,302,598.3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9,330,137.18 5,664,285.68 3,721,129.45 4,665,080.6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9,175,353.03 2,084,811.63 3,870,664.42 1,387,456.97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8,577,851.46 5,603,146.31 -6,114,673.03 20,869,814.60 

上述财务指标或其加总数是否与公司已披露季度报告、半年度报告相关财务指标存在重大差异 

□ 是 √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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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股本及股东情况 

1、普通股股东和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数量及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

股股东总数 
10,603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一个

月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10,274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

优先股股东总数 
0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一个月末表

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 
0 

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

件的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蒯一希 境内自然人 27.29% 18,553,800 18,553,800   

陈绍江 境内自然人 10.37% 7,048,200 7,048,200   

姬昱川 境内自然人 10.37% 7,048,200 7,048,200   

傅海鹰 境内自然人 6.08% 4,136,100 4,136,100   

林强 境内自然人 6.06% 4,120,800 4,120,800   

徐金燕 境内自然人 5.77% 3,921,900 3,921,900 质押 1,000,000 

新疆中泰富力股权投资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5.19% 3,529,200 3,529,200   

赖星凤 境内自然人 3.89% 2,641,800 2,641,800   

中国农业银行－新华行业轮换灵活

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国有法人 0.91% 618,560 0   

施想 境内自然人 0.35% 237,120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无 

2、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 10 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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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以方框图形式披露公司与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 

 

五、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1、报告期经营情况简介 

一、2015年的业绩情况 

2015年度，受国内外经济增速放缓、市政基础建设投资趋紧等因素的影响，公司的经营业绩出现下滑，

2015年年度实现营业收入为11,711.21万元，比上年下降32.24%；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2,338.06

万元，比上年下降27.18%；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为3,081.00万元，比上年下降22.84%。公司业绩

出现下滑，主要是因为受到国内经济增速放缓、市政基础建设投资趋紧等因素的影响，虽然市政排水管道

等领域市场需求依然巨大，但基础设施资金趋紧，下游管道制造企业回款困难，扩产计划放缓，导致公司

产品销量有所下降，订单有所减少；也出现部分客户与公司签订了销售合同却无法按期付款提货，因此延

缓了公司部分订单的执行。上述情况致使公司的产能利用率下滑、营业收入和净利润下降。 

二、2015年公司的其他情况 

2015年期末资产总额为43,242.86万元，比2015年期初增加50.54%，资产总额大幅增加的主要是因为公

司在2015年4月在深圳证券交易所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取得募集资金净额1.47亿元。2015年期末流动资产为

35,014.99万元，占资产总额的比例为80.97%，非流动资产为8,227.86万元，占资产总额的比例为19.03%。

与2015年期初相比，2015年期末的流动资产与非流动资产的比例未发生较大变化。2015年期末的资产负债

率为11.27%，比2015年期初降低11.59个百分点，变化的主要是因为募集资金的增加和预收款项的减少。 

除募集资金承诺项目外，2015年公司未进行其他重大投资。募投项目中，钢丝网骨架增强塑料复合管

道成套技术与制造设备产业化项目的市场需求发生较大变化，拓展产能的必要性已不十分强烈。公司延缓

了该项目的投资计划，并寻求其他适合的项目用以替代。 

三、2016年的改善措施 

面对较为严峻的经济形势，公司通过如下方面积极应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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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改进现有产品，加快新产品的研发和推广，加强外销市场开发增加外销收入 

公司对现有生产线产品增加改进力度，努力降低成本、维持市场地位。公司积极参加国内外有重大影

响力的展会、博览会，向市场推广已研发完成的储备产品，力争在现有生产线产品之外增加新的赢利点。

公司加快对在研新产品的开发进度，保持公司在细分行业的技术领先地位，为未来的公司发展提供技术保

障。加强国外市场的推广力度，进一步增加外销收入。 

2、改善产品单一现状，拓展盈利能力 

公司将充分利用好上市公司资本优势，在保持现有产品市场优势的情况下，积极开拓其他产品市场，

通过增加公司产品种类和主营业务范围，拓展公司的盈利能力。 

3、加大对专利侵权行为的打击力度 

公司加大对专利侵权行为的打击力度，降低仿冒产品对公司产品销售价格的不利影响。公司聘请了相

关方面的专业律师事务所和律师，通过法律途径对侵犯公司专利的行为进行维权。保证公司的市场占有率

和市场产品品质。 

4、适当缩减存货规模 

公司根据订单情况和对市场的综合判断，适当、适时地减少存货规模，用以保持存货流动性、减少存

货对资金的占用，以便灵活及时地安排生产计划，从而更好、更快地对市场情况做出响应。 

5、控制费用支出 

在保障正常生产经营的前提下，公司对各项费用支出执行缩紧的审批标准，严格控制非必须类费用的

支出。 

2、报告期内主营业务是否存在重大变化 

□ 是 √ 否  

3、占公司主营业务收入或主营业务利润 10%以上的产品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产品名称 营业收入 营业利润 毛利率 
营业收入比上

年同期增减 

营业利润比上

年同期增减 

毛利率比上

年同期增减 

钢带增强塑料管生产线 70,938,461.51 28,030,378.73 39.51% -38.43% -44.38% -4.23% 

缠绕钢丝增强管生产线 24,102,564.09 7,383,065.51 30.63% -50.04% -41.59% 4.43% 

其他设备 14,444,444.43 6,768,785.74 46.86% 1,107.14% 783.95% -17.13% 

4、是否存在需要特别关注的经营季节性或周期性特征 

□ 是 √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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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报告期内营业收入、营业成本、归属于上市公司普通股股东的净利润总额或者构成较前一报告期发生

重大变化的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2015年度，受国内外经济增速放缓、市政基础建设投资趋紧等因素的影响，公司的经营业绩出现下滑，

2015年年度实现营业收入为11,711.21万元，比上年下降32.24%；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利润总额为2,682.87

万元，比上年下降27.26%。公司业绩出现下滑，主要是因为受到国内经济增速放缓、市政基础建设投资趋

紧等因素的影响，虽然市政排水管道等领域市场需求依然巨大，但基础设施资金趋紧，下游管道制造企业

回款困难，扩产计划放缓，导致公司产品销量有所下降，订单有所减少；也出现部分客户与公司签订了销

售合同却无法按期付款提货，因此延缓了公司部分订单的执行。上述情况致使公司的产能利用率下滑、营

业收入和净利润下降。 

6、面临暂停上市和终止上市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六、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1、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 

2、报告期内发生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 

3、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 

4、董事会、监事会对会计师事务所本报告期“非标准审计报告”的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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