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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重要提示 

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季度报告内容的真

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

连带的法律责任。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次季报的董事会会议。 

公司负责人李成章、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左亚涛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

管人员)赵文燕声明：保证季度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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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公司基本情况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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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溯调整或重述原因 

其他原因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

末增减 

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后 

总资产（元） 50,428,998,796.82 49,271,835,836.38 49,271,835,836.38 2.3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元） 
19,729,407,177.51 17,392,463,671.00 17,392,463,671.00 13.44% 

 本报告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

增减 
年初至报告期末 

年初至报告期末比上

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元） 10,105,885,883.67 -26.40% 35,330,998,842.39 -13.1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元） 
307,098,485.60 700.69% 808,147,154.57 256.0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元） 
324,846,361.19 1,417.71% 764,709,261.93 360.63%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元） 
-- -- 1,453,244,386.48 由负转正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772 1,145.16% 0.2065 256.03%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772 1,145.16% 0.2065 256.03%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62% 1.41% 4.28% 3.03% 

注：公司于报告期完成非公开发行股票事项，新增股份 347,572,815 股。公司根据会计准则的有关规定对上年同期的相关数

据进行了追溯调整。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项目 年初至报告期期末金额 说明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包括已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冲销部分） -37,474,548.64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与企业业务密切相关，按照国家统

一标准定额或定量享受的政府补助除外） 
133,915,151.62  

除同公司正常经营业务相关的有效套期保值业务外，持有交易 65,735.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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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金融资产、交易性金融负债产生的公允价值变动损益，以及

处置交易性金融资产、交易性金融负债和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取

得的投资收益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48,455,474.43  

减：所得税影响额 11,655,493.77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7,042,522.40  

合计 43,437,892.64 -- 

对公司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 1 号——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界定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以及把《公

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 1 号——非经常性损益》中列举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的项目，应

说明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将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 1 号——非经常性损益》定义、列举的非经常性损益

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的项目的情形。 

二、报告期末股东总数及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1、普通股股东和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239,6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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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兴际华集团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43.17% 1,722,667,441 69,514,564   

安徽高新毅达皖江产业发展创业投

资基金(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人 0.78% 31,067,961 31,067,961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银华

鑫锐定增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

基金 

其他 0.73% 29,126,214 29,126,214   

全国社保基金五零三组合 其他 0.68% 27,184,465 27,184,465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银华

鑫盛定增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

基金 

其他 0.50% 19,805,825 19,805,825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财通

多策略福享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0.43% 17,320,388 17,320,388   

东海证券－招商银行－东海证券翔

龙 20 号定增宝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其他 0.38% 15,106,795 15,106,795   

中融基金－平安银行－中融国际信 其他 0.34% 13,436,214 13,436,2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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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融耀定增 21 号单一资金信托 

胡煜君 境内自然人 0.33% 13,288,555 0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财通

多策略福瑞定期开放混合型发起式

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0.29% 11,553,398 11,553,398   

前 10 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股份数量 
股份种类 

股份种类 数量 

新兴际华集团有限公司 1,653,152,877 人民币普通股 1,653,152,877 

胡煜君 13,288,555 人民币普通股 13,288,555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证 500 交易型开放式

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8,544,301 人民币普通股 8,544,301 

谢兰娟 8,401,800 人民币普通股 8,401,800 

侯钦源 8,107,158 人民币普通股 8,107,158 

吴建炎 7,360,436 人民币普通股 7,360,436 

方正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6,836,400 人民币普通股 6,836,400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5,856,515 人民币普通股 5,856,515 

叶利其 5,780,000 人民币普通股 5,780,000 

李格兰 5,683,364 人民币普通股 5,683,364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国有法人股股东新兴际华集团与其他股东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未

知其余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及是否属《上市公司股东持股变

动信息披露管理办法》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前 10名普通股股东参与融资融券业务情况说明（如有） 
以下股东均通过信用担保账户持有公司股票：胡煜君持有 13,288,555

股，谢兰娟持有 8,371,800 股,李格兰持有 5,663,364 股。 

公司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前 10 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在报告期内是否进行约定购回交易 

□ 是 √ 否  

公司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前 10 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在报告期内未进行约定购回交易。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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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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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重要事项 

一、报告期主要财务数据、财务指标发生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报告期内，随着行业结构性调整的不断深入，公司全面深化改革，进一步加强科技创新力度，积极筹划产业升级转型与智能

化建设工作，广东阳江30万吨球墨铸铁管项目顺利达产达效，各项环保节能、提质增效项目落实到位，抓住行业形势进一步

好转的时机，奋力抢占市场与科技制高点，全面做好采购、销售和生产环节的联动，有效地增强了公司产品的竞争力，使得

公司主要产品的售价和毛利均较去年同期大幅增长，利润也随之出现大幅上升。2017年1-9月，公司累计完成产量增长明显，

其中铸管及管件较去年同期增长13.00%、钢材较去年同期增长31.67%、发电量较去年同期增长31.26%。 

2017年1-9月份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发生变动的情况： 

1、资产负债表变动情况： 

报表项目 
期末余额 

（元） 

期初余额 

（元） 
变动比例 变动原因 

应收票据 4,532,987,512.19 3,471,311,283.59 30.58% 主要为公司票据收款增加 

预付款项 2,268,065,117.10 862,620,057.54 162.93% 主要为预付原材料款增加 

长期应收款 1,505,927,634.36 746,628,171.01 101.70% 主要为融资租赁业务增长所致 

长期股权投资 3,631,996,805.87 5,223,226,221.01 -30.46% 主要为处置子公司及合营企业所致 

在建工程 1,434,869,557.45 2,261,851,789.55 -36.56% 主要为在建工程完工转固所致 

递延所得税资产 151,979,111.71 101,432,325.58 49.83% 主要为计提资产减值准备增加所致 

应交税费 312,926,693.82 123,808,577.89 152.75% 主要为公司实现利润增长所致 

应付利息 93,633,699.01 176,322,461.68 -46.90% 主要为偿还到期利息所致 

应付股利 48,891,684.33 84,055,384.33 -41.83% 公司于报告期支付股利所致 

其他应付款 734,479,610.19 534,872,607.69 37.32% 收取保证金等款项增加所致 

其他流动负债 835,519.66 4,500,320,872.33 -99.98% 偿还到期短期融资券本金所致 

长期借款 2,646,280,396.76 1,736,200,000.00 52.42% 主要是融资租赁业务规模增长所致 

长期应付款 555,909,837.52 274,375,361.21 102.61% 主要为融资租赁业务增长所致 

其他综合收益 -10,878,829.09 113,834,525.48 由正转负 
主要为公司所持际华集团股票价格下跌，导

致公允价值下降所致 

2、年初至报告期末，利润表变动情况： 

报表项目 
2017年 1-9月 

（元） 

上年同期 

（元） 
变动比例 变动原因 

税金及附加 198,763,607.81 53,645,237.87 270.51% 
根据财政部财会【2016】22 号文件，管理

费用税费计入税金及附加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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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表项目 
2017年 1-9月 

（元） 

上年同期 

（元） 
变动比例 变动原因 

资产减值损失 231,267,289.95 -9,737,671.08 由负转正 
主要为应收、其他应收、存货及固定资产

计提减值准备增加。 

投资收益 83,752,820.89 7,450,417.54 1024.14% 取得的投资收益较去年同期增加 

营业利润 1,000,142,987.71 253,174,621.65 295.04% 
公司产品盈利能力增强且成本费用得到

有效控制所致 

营业外收入 143,075,394.25 80,609,145.21 77.49% 公司收到土地返还收入所致 

营业外支出 105,007,206.01 10,119,227.89 937.70% 主要是处置非流动资产损失增加所致 

利润总额 1,038,211,175.95 323,664,538.97 220.77% 
公司产品盈利能力增强且成本费用得到

有效控制所致 

所得税费用 248,587,172.44 78,963,027.87 214.81% 公司利润总额增长所致 

净利润 789,624,003.51 244,701,511.10 222.69% 公司盈利能力增强所致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808,147,154.57 226,973,087.52 256.05% 公司盈利能力增强所致 

少数股东损益 -18,523,151.06 17,728,423.58 由正转负 归属于少数股东净利润下降所致 

其他综合收益的税后净额 -125,890,094.01 1,832,631.83 由正转负 所持际华集团股票公允价值下降所致 

归属母公司所有者的其他综合

收益的税后净额 
-124,713,354.57 1,098,642.28 由正转负 所持际华集团股票公允价值下降所致 

以后将重分类进损益的其他综

合收益 
-124,713,354.57 1,098,642.28 由正转负 所持际华集团股票公允价值下降所致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公允价值变

动损益 
-122,945,400.20 -6,557.72 1874719.30% 所持际华集团股票公允价值下降所致 

外币财务报表折算差额 -1,767,954.37 1,105,200.00 由正转负 主要为汇率变动所致 

归属于少数股东的其他综合收

益的税后净额 
-1,176,739.44 733,989.55 由正转负 主要为汇率变动所致 

综合收益总额 663,733,909.50 246,534,142.93 169.23% 公司盈利能力增强所致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综合收

益总额 
683,433,800.00 228,071,729.80 199.66% 公司盈利能力增强所致 

归属于少数股东的综合收益总

额 
-19,699,890.50 18,462,413.13 由正转负 归属于少数股东净利润下降所致 

基本每股收益 0.2065 0.058 256.03% 公司盈利能力增强所致 

稀释每股收益 0.2065 0.058 256.03% 公司盈利能力增强所致 

3、年初至报告期末，现金流量表变动情况： 

报表项目 
2017年 1-9月 

（元） 

上年同期 

（元） 
变动比例 变动原因 

收到的税费返还 110,945,223.91 53,454,962.43 107.55% 主要为出口退税增加 

收到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 776,118,579.58 430,648,623.91 80.22% 主要为收到的补偿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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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表项目 
2017年 1-9月 

（元） 

上年同期 

（元） 
变动比例 变动原因 

的现金 

支付的各项税费 1,219,339,799.21 797,384,535.40 52.92% 主要为公司盈利能力增强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净额 
 1,453,244,386.48  -239,306,254.26  由负转正 主要是公司盈利能力增强所致 

收回投资收到的现金 1,550,000,000.00 28,942,274.21 5255.49% 收回投资款所致 

取得投资收益收到的现金 73,233,692.86 2,848,071.62 2471.34% 收到投资收益较去年同期增加 

处置固定资产、无形资产

和其他长期资产收回的现

金净额 

55,297,069.46 2,608,660.00 2019.75% 主要为处置固定资产收到款项增加 

投资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1,681,309,253.12  34,399,005.83  4787.67% 
主要为报告期收回投资收到的现金大幅

增长所致 

投资支付的现金 27,025,130.00 13,516,491.02 99.94% 主要为投资支出较上年同期增加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净额 
627,160,879.39  -901,166,367.38  由负转正 

主要为报告期收回投资收到的现金大幅

增长所致 

吸收投资收到的现金 1,778,319,997.36 6,000,000.00 29538.67% 主要为增发股票所致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净额 
-1,212,855,835.50 793,141,308.69 由正转负 主要是公司部分债务到期偿还所致 

汇率变动对现金及现金等

价物的影响 
-13,102,376.42 -7,713,788.33 69.86% 主要为汇率变动所致 

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

额 
854,447,053.95 -355,045,101.28 由负转正 

主要是经营活动、投资活动、筹资活动现

金流量净额共同影响所致 

二、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1、公司债券的有关情况 

公司2011年3月22日发行了40亿元的公司债券，其中：发行5年期品种30亿元，票面利率为5.25%，并已于2016年完成本息的

兑付；发行10年期品种10亿元，票面利率为5.39%。公司以2017年3月17日为债权登记日，以2017年3月20日为债券兑付兑息

日，完成了公司债券10年期品种的付息。 

公司于2016年6月30日发行了2016年（第一期）公司债券，发行总额10亿元，票面利率4.75%。公司以2017年6月29日为债权

登记日，以2017年6月30日为债券兑付兑息日，完成了本期债券的付息。 

2、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事项的有关情况 

公司自2017年1月16日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证监会”）《关于核准新兴铸管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

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2016]3215号）后，积极推进非公开发行股票事项，2017年2月15日公司向证监会报送了非公开发

行股票之发行方案，公司共计向八位投资者发行了人民币普通股(A股)347,572,815股，每股面值1元，发行价为每股人民币

5.15元，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1,789,999,997.25元，减除发行费用（含税）人民币23,909,224.53元后，募集资金净额为

人民币1,766,090,772.72元，上述资金于2017年2月27日全部到位，并经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验并出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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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资报告。 

经深交所确认，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新增股份347,572,815股于2017年4月6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 

3、2016年度权益分派实施情况 

公司2016年度权益分派方案已获2017年5月18日召开的2016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2016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为：以公司总股

本3,990,880,176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0.30元（含税）。公司已于2017年7月14日完成此次权益分派工作。 

4、报告期内的重要事项索引 

重要事项概述 披露日期 临时报告披露网站查询索引 

2016 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2017 年 07 月 08 日 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关于向下属公司转让新兴租赁 51%股权的进展公告 2017 年 08 月 04 日 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第七届董事会第三十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2017 年 08 月 12 日 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2017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2017 年 08 月 31 日 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关于投资设立子公司的公告 2017 年 09 月 12 日 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三、公司实际控制人、股东、关联方、收购人以及公司等承诺相关方在报告期内超期未履行

完毕的承诺事项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公司实际控制人、股东、关联方、收购人以及公司等承诺相关方在报告期内超期未履行完毕的承诺事项。 

四、对 2017 年度经营业绩的预计 

预测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期末的累计净利润可能为亏损或者与上年同期相比发生大幅度变动的警示及原因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五、证券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证券

品种 

证券 

代码 

证券

简称 
最初投资成本 

会计计

量模式 
期初账面价值 

本期公允

价值变动

损益 

计入权益的累计

公允价值变动 

本期

购买

金额 

本期

出售

金额 

报告

期损

益 

期末账面价值 
会计核

算科目 

资金

来源 

境内

外股

票 

AXI AEI 35,355,727.68 
公允价

值计量 
108,761.70  5,035.99 0.00 0.00 0.00 113,797.69 

可供出

售金融

资产 

定向

认购 

境内

外股

票 

601718 
际华

集团 
1,626,689,750.00 

公允价

值计量 
1,776,148,500.00  -163,922,500.00 0.00 0.00 0.00 1,612,226,000.00 

可供出

售金融

资产 

自有

资金 

境内

外股

票 

00803 
昌兴

国际 
30,843,600.00 

公允价

值计量 
20,741,385.20   0.00 0.00 0.00 20,741,385.20 

可供出

售金融

资产 

自有

资金 

合计 1,692,889,077.68 -- 1,796,998,646.90 0.00 -163,917,464.01 0.00 0.00 0.00 1,633,081,182.89 -- -- 

证券投资审批董事会

公告披露日期 

2010 年 10 月 19 日 

2016 年 04 月 19 日 

2016 年 09 月 13 日 

证券投资审批股东会

公告披露日期（如有) 
2016 年 09 月 2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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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衍生品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衍生品投资。 

七、报告期内接待调研、沟通、采访等活动登记表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内未发生接待调研、沟通、采访等活动。 

八、违规对外担保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违规对外担保情况。 

九、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对上市公司的非经营性占用资金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对上市公司的非经营性占用资金。 

十、履行精准扶贫社会责任情况 

1、三季度精准扶贫概要 

（1）认真做好节日期间的各项扶贫工作 

一是在公司扶贫工作队的支持帮扶下，南三岐村聘请邢台市家政服务公司的教师，在南三岐村小学校举办了一期家政服务培

训班，组织40余人女性村民参加培训。二是走访慰问特困户、低保户、残疾人家庭和在村已退休的乡镇老干部，慰问品包括

食用油、大米、棉被、大衣等物品；三是在对一年来的驻村工作和再次重新对村情、贫困户、贫困人口及其现实情况进行排

查梳理进行梳理的基础上，实事求是的确定了2017年度工作目标和对应措施。四是工作队严格按照县镇部署安排和“无不评、

无不录”的精准识别“回头看”要求，节假日工作队加班不休息，开展建档立卡贫困户数据核实清洗工作。以实际调查情况

为基础，对南三岐村222个建档立卡的贫困户3年来的情况进行了认真梳理核实和数据清洗补录完善贫困户的基本信息。目前

精准识别的活动仍在持续中。 

（2）进一步健全南三岐村党支部生活 

今年以来南三岐村党支部的工作队协助下，积极完善支部生活，并做到了四个坚持。一是坚持定期召开三会一课活动；二是

坚持对党员参加支部活动的签到制度；三是坚持由驻村第一书记对支部活动及党员参加情况进行点评；四是在工作队的督导

下，坚持南三岐村重大事项必须要经过党员会议讨论通过。在7.1前夕工作队与村支部书记沟通并经支委会研究，确定了4

名支部优秀党员、一名优秀党务工作者和要走访慰问的15名60岁以上老党员。在7月中旬召开了杜绝基层干部微腐败会议并

吸收了3名村民加入中国共产党。 

（3）帮助南三岐村开展建设开发事项 

一是帮助村两委开展了兴建环湖廊路的征地动员和土地补偿费用核实活动。二是利用企业帮扶资金，在村东兴建一座面积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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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00平方米的养鱼塘。三是协助村两委对贫困户开展了粮补工作。四是帮扶村两委完成了村民缴纳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费登

记造册、村民户口信息普查工作和贫困户易地搬迁户选等。 

2、上市公司三季度精准扶贫工作情况 

指标 计量单位 数量/开展情况 

一、总体情况 —— —— 

 其中：1.资金 万元 5 

    2.物资折款 万元 2 

    3.帮助建档立卡贫困人口脱贫数 人 115 

二、分项投入 —— —— 

 1.产业发展脱贫 —— —— 

其中：  1.1 产业发展脱贫项目类型 —— 其他 

     1.2 产业发展脱贫项目个数 个 1 

     1.3 产业发展脱贫项目投入金额 万元 5 

 2.转移就业脱贫 —— —— 

 3.易地搬迁脱贫 —— —— 

 4.教育脱贫 —— —— 

其中：  4.1 资助贫困学生投入金额 万元 0.9 

     4.2 资助贫困学生人数 人 5 

     4.3 改善贫困地区教育资源投入金额 万元 2 

 5.健康扶贫 —— —— 

 6.生态保护扶贫 —— —— 

其中：  6.1 项目类型 —— 其他 

 7.兜底保障 —— —— 

 8.社会扶贫 —— —— 

     8.2 定点扶贫工作投入金额 万元 5 

 9.其他项目 —— —— 

三、所获奖项（内容、级别） —— —— 

3、后续精准扶贫计划 

（1）持续帮扶所在村做好美丽乡村的建设工作。 

（2）利用西竖镇兴建环（岐山）湖廊路为发展契机，积极谋划南三岐村旅游及美丽乡村建设项目。 

（3）尽快完成村东兴建的养鱼塘，督促南三岐村购买鱼苗和饲料，力争在明年鱼塘要出效益。 

（4）准备引进手工织粗布产业项目，带动贫困户脱贫，并增加集体积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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