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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韩建河山管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5 年年度报告摘要 

一 重要提示 

1.1 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规划，投资者应当到上海证券交易所网

站等中国证监会指定网站上仔细阅读年度报告全文。 

1.2 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年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

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1.3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会议。 

1.4 致同会计师事务所为本公司出具了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 

1.5 公司简介 

公司股票简况 

股票种类 股票上市交易所 股票简称 股票代码 变更前股票简称 

A股 上海证券交易所 韩建河山 603616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孙雪 董君义 

电话 010-80387212-8215 010-80387212-8215 

传真 010-80384995 010-80384995 

电子信箱 hjhszqb@bjhs.cn hjhszqb@bjhs.cn 

 

1.6 公司 2015 年度现金分红人民币 6,270,974.03 元，占 2015 年度合并后归属上市公司股东净利

润的 30%。以 2015 年 12 月 31 日总股本 14668 万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人民币

0.4275 元（含税）的现金红利，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转增 10 股（全部以股本

溢价形成的资本公积金转增，无需缴纳个人所得税），转增后公司注册资本将增加至 29336

万元。 

 



二 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1.报告期内公司所从事的主要业务  公司经营范围：许可经营项目：制造预应力钢筒混凝土管、

压力钢岔管、压力钢管、钢结构产品；生产排水管、商品混凝土；普通货物运输；专用货物运输

（罐式）。一般经营项目：技术咨询（中介除外）；防腐技术服务；专业承包；货物进出口；技术

进出口；代理进出口；劳务派遣。  公司是国内专业生产混凝土输水管道品种、规格最齐全的企

业之一，多年来稳居我国 PCCP 行业第一梯队，在同行业内享有较高的知名度，在现有产业布局

区域内的产能、市场占有率和客户认知度等具有优势，特别是大口径 PCCP 领域行业优势更为明

显。  公司的产品主要为预应力钢筒混凝土管（PCCP）、钢筋混凝土排水管（RCP）和商品混凝土。

主导产品 PCCP 主要用于大中型引水、调水等水利工程，市政给排水等水务工程。  2.报告期内公

司的经营模式  公司的主导产品 PCCP 是典型的非标准化产品，根据不同水利工程的设计要求，

其“内径大小、管壁厚度、承压指标、防腐指标”等等都不完全一致。因此 PCCP 行业普遍采用

订单式生产，中标后根据招标文件的技术要求与采购方签订供货合同，利用现有生产基地或新建

生产基地，根据品种规定的技术规格组织生产。供货完成后根据生产基地覆盖半径内市场的后续

需求，生产基地或转成永久性基地，或作为临时性基地撤销。  PCCP 及其生产设备都具有体积大、

质量重的特点。因此，产品运费以及产能转移的成本较高，产品销售半径受运输成本、以及道路

宽度、高度的限制。同样因为生产基地经济覆盖半径有限的问题，PCCP 行业不同区域的产能之间

竞争度和协同度都较低。比如公司辽宁生产基地的产能无法根据订单变化调配为公司中标的湖北

项目供货，而竞争对手在广东生产基地的产能储备也无法用来开拓北京市场。在先有订单后设厂

的情况下，产能与需求匹配，不存在市场饱和的问题。从全国范围而言，如果不同大区域的水利

工程工期重合，就会存在一定程度的重复建设，会表现为整体产能利用率较低。充分比较产品运

输费用和生产基地新建费用，并通盘考虑道路交通条件，重复建设往往是更加经济的选择。  目

前，公司建有北京、安徽、河南、山西、辽宁五个 PCCP 生产基地，根据新中标项目计划建设的

有吉林生产基地、湖北生产基地。  报告期内，公司的经营模式未发生重大变化。  3.报告期内

公司的行业情况说明  按照中国证监会 2012 年修订的《上市公司行业分类指引》，公司归属于制

造业下的非金属矿物制品业（分类代码：C30）；根据 2011 年修订的《国民经济行业分类与代码》，

公司归属于制造业下的非金属矿物制品业（分类代码：C30）中的石棉水泥制品制造（分类代码：

C3023）。  目前，公司产品主要用于大中型引水、调水等水利工程，市政输水、排水等水务工程，

土木工程等。根据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 2011 年公布的《输水管产品生产许可证实施细则》，

混凝土输水管道行业主要产品分为：自应力混凝土输水管、预应力混凝土管、预应力钢筒混凝土

管、钢筋混凝土排水管。公司的混凝土输水管道产品归属于其中的预应力钢筒混凝土管、钢筋混

凝土排水管。公司的商品混凝土产品隶属于石棉水泥制品制造业中的商品混凝土细分行业。  公

司所处行业的领先公司主要有龙泉股份、青龙管业、国统股份和韩建河山。 

三 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摘要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2015年 2014年 

本年比上年 

增减(%) 
2013年 

总资产 1,487,007,138.97 1,417,504,649.59 4.90 1,413,830,312.92 

营业收入 607,229,533.98 1,240,844,150.83 -51.06 889,540,343.48 

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净利

20,903,246.76 80,108,140.90 -73.91 77,678,944.05 



润 

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扣除

非经常性损益

的净利润 

21,241,158.57 81,051,646.49 -73.79 76,452,273.58 

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净资

产 

837,373,989.15 457,861,242.39 82.89 377,753,101.49 

经营活动产生

的现金流量净

额 

-81,527,980.15 16,203,875.00 -603.14 186,312,938.49 

期末总股本 146,680,000.00 110,000,000.00 33.35 110,000,000.00 

基本每股收益

（元／股） 

0.1629 0.7283 -77.63 0.7062 

稀释每股收益

（元／股） 

0.1629 0.7283 -77.63 0.7062 

加权平均净资

产收益率（%） 

3.2277 19.17 减少15.94个百

分点 

22.92 

 

四 2015 年分季度的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第一季度 

（1-3 月份） 

第二季度 

（4-6 月份） 

第三季度 

（7-9 月份） 

第四季度 

（10-12 月份） 

营业收入 164,368,168.69 125,198,023.38 101,937,396.78 215,725,945.1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 
10,557,294.94 -417,176.28 -5,002,440.97 15,765,569.0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

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 
9,742,703.27 -2,997,064.53 -5,135,459.44 19,630,979.28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

额 
-49,439,064.10 -75,032,189.92 -223,246,102.96 266,189,376.83 

 

五 股本及股东情况 

5.1 普通股股东和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数量及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 股 

截止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26,925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末的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22,432 

截止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0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0 

前 10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报告期 期末持股数 比例 持有有限售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东 



（全称） 内增减 量 (%) 条件的股份

数量 

股份 

状态 
数量 

性质 

北京韩建集团有限

公司 

0 70,000,000 47.72 70,000,000 无   境内非

国有法

人 

深圳嘉汇达投资管

理有限公司 

0 4,000,000 2.73 4,000,000 未知   境内非

国有法

人 

深圳璞石投资企业

(有限合伙) 

0 3,000,000 2.05 3,000,000 未知   境内非

国有法

人 

田玉波 0 2,900,000 1.98 2,900,000 无   境内自

然人 

田兴 0 1,600,000 1.09 1,600,000 无   境内自

然人 

李德奎 0 1,200,000 0.82 1,200,000 无   境内自

然人 

田国杰 0 1,200,000 0.82 1,200,000 无   境内自

然人 

田雄 0 1,200,000 0.82 1,200,000 无   境内自

然人 

郑晏文 0 1,200,000 0.82 1,200,000 无   境内自

然人 

田玉涛 0 1,200,000 0.82 1,200,000 无   境内自

然人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

的说明 

韩建集团为公司控股股东，田雄、田兴、田玉波为韩建河山董事；

田兴、李德奎、田国杰、郑晏文、田玉涛、田玉波为韩建集团董

事。田玉波与田玉涛为兄弟关系，除上述关联关系外，控股股东

与其他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关系。  未知前十名无限

售条件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  未知前十名无

限售条件股东和前十名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

股数量的说明 

无 

 

 



5.2 公司与控股股东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的方框图 

 

注：截止至报告期末，韩建集团持有韩建河山股份 70,000,000 股，持股比例为 47.72%。 

 

公司与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的方框图 

 

注：截止至报告期末，经合社持有实业总公司 100%权益，实业总公司直接持有韩建集团 100%

的股权，韩建集团直接持有韩建河山 47.72%的股份。 

 

5.3 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 10 名股东情况 

单位:股 

截止报告期末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末的优先股股东总数

（户） 

  

前 10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 

性质 

报告期内

股份增减

变动 

持股比

例(%) 

持股 

数量 

所持股

份类别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

态 
数量 

                

前十名优先股股东之间，上述股东与   



前十名普通股股东之间存在关联关系

或属于一致行动人情况说明 

六 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报告期内，公司营业收入 60,722.95 万元、净利润 2,090.32 万元；报告期末，总资产 148,700.71

万元，股东权益 83,737.40 万元。受到行业整体景气程度影响，报告期同比业绩出现较大幅度下降。 

七 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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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应当说明情况、

原因及其影响。 

    

7.2 报告期内发生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公司应当说明情况、更正金额、原因及其影

响。 

    

 

7.3 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对财务报表合并范围发生变化的，公司应当作出具体说明。 

合并财务报表范围包括本公司及 4 家子公司，即安徽建淮管业工程有限公司、北京河山鸿运物流

有限公司、广东汇达管业工程有限公司和河南泽中管业工程有限公司。   

7.4 年度财务报告被会计师事务所出具非标准审计意见的，董事会、监事会应当对涉及事项作出

说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