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台海玛努尔核电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1 

证券代码：002366                             证券简称：台海核电                             公告编号：2017-066 

台海玛努尔核电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一、重要提示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规划，投资者应当到证监会指

定媒体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文。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无异议 

公司董事均亲自出席了审议本次半年报的董事会会议 

非标准审计意见提示 

□ 适用 √ 不适用  

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普通股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计划不派发现金红利，不送红股，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优先股利润分配预案 

□ 适用 √ 不适用  

二、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台海核电 股票代码 002366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马明 张炳旭 

办公地址 
山东省烟台市莱山经济开发区恒源路 6

号 

山东省烟台市莱山经济开发区恒源路 6

号 

电话 0535-3725997 0535-3725577 

电子信箱 maming@ytthm.com zq@ytthm.com 

2、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

减 

营业收入（元） 1,052,031,363.61 565,246,161.32 86.1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425,819,176.15 283,127,846.10 50.4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元） 
423,627,126.83 281,937,736.31 50.26%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48,509,054.37 93,099,890.25 -47.90%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98 0.65 50.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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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98 0.65 50.77%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21.36% 18.26% 3.10%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

增减 

总资产（元） 5,665,128,294.26 5,147,948,557.15 10.0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2,168,673,596.67 1,781,072,882.40 21.76%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18,264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

先股股东总数（如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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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烟台市台海

集团有限公

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42.18% 182,883,231 182,883,231 质押 166,070,000 

辛玲 境内自然人 2.96% 12,819,300 0 质押 12,812,900 

中国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

－富国改革

动力混合型

证券投资基

金 

其他 2.93% 12,700,000 0   

浙江海宁巨

铭投资合伙

企业（有限合

伙） 

境内非国有

法人 
2.23% 9,676,427 0 质押、冻结 9,676,427 

罗志中 境内自然人 2.12% 9,207,601 0   

中国工商银

行股份有限

公司－富国

天惠精选成

长混合型证

券投资基金

（LOF） 

其他 1.66% 7,200,000 0   

中国建设银

行股份有限

公司－富国

城镇发展股

票型证券投

资基金 

其他 1.48% 6,417,967 0   

交通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

－富国天益

价值混合型

证券投资基

金 

其他 1.43% 6,200,000 0   

全国社保基

金一一四组
其他 1.32% 5,706,272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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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 

#雷三清 境内自然人 1.24% 5,370,000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

动的说明 
本公司未知上述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关系。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

说明（如有） 
无 

4、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控股股东报告期内变更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控股股东未发生变更。 

实际控制人报告期内变更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更。 

5、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 10 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6、公司债券情况 

公司是否存在公开发行并在证券交易所上市，且在半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未到期或到期未能全额兑付的公司债券 

否 

三、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1、报告期经营情况简介 

公司是否需要遵守特殊行业的披露要求 

否 

2017年上半年，公司在董事会的正确领导下，紧密围绕全年生产经营目标，上下齐心协力，攻坚克难，锐意进取，在

市场开拓、新技术和新产品研发等方面狠下功夫，发挥材料优势、技术优势，优化产品结构，着重解决核心产品及长线产品

的制造瓶颈问题，在市场开发、技术创新和基础管理等方面取得了良好成绩。 

报告期内，公司中标“福建漳州核电工程项目1、2号机组（华龙一号）主管道和波动管设备采购”、“海南昌江核电厂3、

4号机组（华龙一号）主管道和波动管设备采购”项目，签订了4台法国玛努尔工业集团（玛努尔工业皮特厂）的主管道生产

销售合同。新项目建设方面，新增主蒸汽管道项目建设，拓宽了核电装备材料及产品的覆盖领域；研发方面，自主研发项目

有序进行，由公司作为牵头单位，中广核工程有限公司、清华大学等共同承担的“新一代压水堆核岛用钢及临氢化工大单重

特厚板”国家重点研发项目进入启动程序。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105,203万元，同比增长86.12%，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42,582万元，同比增

长50.40%。 

2、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1）与上一会计期间财务报告相比，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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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报告期内发生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 

（3）与上一会计期间财务报告相比，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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