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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443                     证券简称：金洲管道                  公告编号：2018-015 

浙江金洲管道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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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级管理人员异议声明：无 

    除下列董事外，其他董事亲自出席了审议本次年报的董事会会议：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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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 是 √ 否 

公司经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的普通股利润分配预案为：以 520535520 为基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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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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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洲管道 股票代码 0024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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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蔡超 叶莉 

办公地址 
浙江省湖州市吴兴区八里店区府南路 388

号 

浙江省湖州市吴兴区八里店区府南路 388

号 

电话 0572-2061996 0572-2061996 

电子信箱 stock@chinakingland.com stock@chinakingland.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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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公司是专业从事焊接钢管产品研发、制造及销售的国家高新技术企业，是我国最大的镀

锌钢管、螺旋焊管和钢塑复合管供应商之一。公司地处浙江北部、太湖南岸的湖州市区，东

临上海、南接杭州，104、318国道、宣杭铁路、申苏浙皖、杭宁高速公路和长湖申黄金水道

在此交汇，地理位置得天独厚，水陆交通十分便捷。 

公司主导产品有热浸镀锌钢管、高频焊管、钢塑复合管、双面埋弧焊螺旋钢管、ERW

直缝电阻焊钢管、FBE/2PE/3PE防腐钢管、PP-R、PE管材管件。 

公司建有国内领先的管道检测试验中心，通过ISO9001、GB/T28001、ISO14001、特种设备

（压力管道）制造许可和美国API Spec 5L认证，产品被广泛应用于给水、排水、消防、燃

气、石油天然气输送、建筑、通讯等领域。金洲管道在行业内拥有很高的知名度和美誉度，

“金洲”商标被国家工商总局商标局认定为我国管道行业的首个“中国驰名商标”。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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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单位：人民币元 

 2017 年 2016 年 本年比上年增减 2015 年 

营业收入 3,862,947,737.01 2,637,833,939.30 46.44% 2,641,571,973.6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62,651,550.26 62,820,447.95 158.91% 95,364,225.0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91,740,096.07 37,872,162.54 142.24% 83,131,092.38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64,803,484.44 29,857,873.80 -317.04% 393,093,664.33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31 0.12 158.33% 0.18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31 0.12 158.33% 0.18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7.90% 3.17% 4.73% 4.89% 

 2017 年末 2016 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减 2015 年末 

资产总额 3,255,595,007.71 3,259,501,839.64 -0.12% 2,736,575,748.3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2,128,533,001.57 1,986,702,872.11 7.14% 1,975,935,976.16 

（2）分季度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人民币元 

 第一季度 第二季度 第三季度 第四季度 

营业收入 647,067,973.54 910,563,045.29 1,110,670,821.19 1,194,645,896.9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6,568,747.43 31,879,076.55 68,312,412.42 55,891,313.8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4,026,075.05 14,041,615.32 41,970,769.04 40,900,160.61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67,749,078.94 40,224,428.89 -165,772,636.45 228,493,802.06 



浙江金洲管道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年度报告摘要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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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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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4,129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

一个月末普通股股

东总数 

47,5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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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霍尔果斯万木

隆股权投资有

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16.13% 83,952,188 0   

刘爽 境内自然人 2.88% 15,000,000 0   

魏克思 境内自然人 1.37% 7,106,427 0 质押/冻结 6,200,000 

俞锦方 境内自然人 1.25% 6,515,400 6,515,400   

北京正华宝意

控股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0.83% 4,301,000 0   

徐水荣 境内自然人 0.75% 3,927,513 3,927,513   

湘财证券股份

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0.67% 3,480,000 0   

沈淦荣 境内自然人 0.67% 3,475,194 3,475,194   

李志华 境内自然人 0.43% 2,250,000 0   

祝蓉 境内自然人 0.43% 2,239,600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

动的说明 

前十名股东中俞锦方、徐水荣、沈淦荣为公司原一致行动人，相互间不存在关联关系。未

知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知是否存在《上市公司股东持股变动信息披露管

理办法》中规定的一致行动人的情况。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

说明（如有） 

公司股东魏克思通过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 1,700 股，

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 7,104,727 股，实际合计持有 7,106,427 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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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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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主营镀锌钢管、钢塑复合管、螺旋埋弧焊管（SAWH）、直缝埋弧焊管（SAWL）、

高频直缝焊管（HFW）的研发、制造与销售，产品主要用于水、燃气及其他能源的输送。 

报告期公司实现营业收入386,294.77万元，同比上升46.44%。销售各类管道81.51万吨，

同比上升7.77%，分类产品实现营业收入：镀锌钢管营业收入211,292.01万元，较上年同期

增长55.87%；钢塑复合管营业收入44,993.34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15.55%；螺旋埋弧焊管

营业收入43,277.49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24.98%；直缝埋弧焊管营业收入29,261.94万元，

较上年同期增长49.63%；普通高频直缝焊管营业收入21,340.68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

433.99%；高频直缝焊管（HFW219）营业收入8,083.47万元，较上年同期下降19.67%。报告

期营业成本340,801.24万元，同比上升49.50%，实现毛利45,493.53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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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期管理费用、销售费用、财务费用三项期间费用共计发生31,851.37万元，较上年同

期增加5,846.79万元，同比上升22.48%。其中：销售费用8,756.52万元，较上年同期增加

1,580.42万元，同比上升22.02%，主要系产品销售区域外延，销售运输费用增加所致；管理

费用20,147.82万元，较上年同期增加3,622.07万元，同比上升21.92%，主要系本期研究开发

费用增加4,506.23万元所致；财务费用2,947.03万元，较上年同期增加644.30万元，同比上升

27.98%，主要系报告期银行短期借款增加，致财务利息支出增加。 

报告期末资产总额325,559.50万元，较期初325,950.18万元，减少390.68万元，下降0.12%。

负债总额99,727.06万元，较期初114,611.05万元，减少14,883.99万元，下降12.99%。资产负

债率30.63%，较期初35.16%，下降4.53%。负债总额及资产负债率下降的主要原因为：因报

告期处置了富贵金洲（北京）投资有限公司，投资收回的现金增加，减少了银行短期借款，

致流动负债及资产负债率均下降。 

报告期经营活动产生现金流量净额-6,480.35万元，较上年同期减少流入9,466.14万元，

其中：经营活动现金流入408,560.16万元，较上年同期增加134,220.33万元；经营活动现金流

出415,040.51万元，较上年同期增加流出143,686.46万元；报告期经营活动产生现金净流出，

主要系报告期增加了存货备货量及原材料钢材价格上涨，购买商品、接受劳务支付的现金增

加所致。 

报告期投资活动产生现金流量净额39,696.71万元，主要系报告期收回部分投资现金净流

入12,015.98万元，以及处置富贵金洲（北京）投资有限公司收回现金21,889.59万元所致。其

中：投资活动现金流入148,751.80万元，投资活动现金流出109,055.09万元。 

报告期筹资活动产生现金流量净额-30,600.44万元，主要系报告期投资收回现金主要用

于归还银行借款所致。其中：筹资活动现金流入79,010.00万元，筹资活动现金流出109,610.44

万元。 

报告期实现利润总额19,214.39万元，较上年同期增加11,440.52万元，同比增长147.17%。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16,265.16万元，较上年同期增加9,983.11万元，同比增长

158.91%。利润总额同比增加主要系本期产品销售毛利比上年同期增加9,668.27万元，期间

费用比上年同期增加5,846.79万元，联营企业经营好转投资收益比上年同期减亏2,407.54万元，

处置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金融资产损失比上年同期增加1,082.53万元，非

流动资产处置收益比上年同期增加2,688.87万元，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比上年同期增加

3,861.99万元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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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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镀锌钢管 2,112,920,095.21 182,934,830.52 8.66% 55.87% 32.52% -1.52% 

螺旋焊管 432,774,860.48 66,399,687.09 15.34% 24.98% 55.99% 3.05% 

钢塑复合管 449,933,403.07 120,441,784.92 26.77% 15.55% 0.77% -3.93% 

高频直缝管

（HFW219） 
80,834,669.97 10,514,022.59 13.01% -19.67% -18.99% 0.11% 

直缝埋弧焊管

（SAWL） 
292,619,390.32 23,797,678.18 8.13% 49.63% 98.08% 1.99% 

高频直缝管(普

通 HFW） 
213,406,757.81 26,704,719.26 12.51% 433.99% 771.64% 4.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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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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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面临暂停上市和终止上市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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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本公司自2017年5月28日起执行财政部制定的《企业会计准则第42号——持有待售的

非流动资产、处置组和终止经营》，自2017年6月12日起执行经修订的《企业会计准则第16

号——政府补助》。本次会计政策变更采用未来适用法处理。 

2. 本公司编制2017年度报表执行《财政部关于修订印发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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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会〔2017〕30号)，将原列报于“营业外收入”和“营业外支出”的非流动资产处置利得和损

失和非货币性资产交换利得和损失变更为列报于“资产处置收益”。此项会计政策变更采用追

溯调整法，调减2017年度财务报表上年比较数据营业外收入344,993.57元，调减营业外支出

8,921.85元，调增资产处置收益336,071.72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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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期因处置子公司富贵金洲（北京）投资有限公司而将其不再纳入合并范围 

 

子公司 

名称 

股权处置 

价款 

股权 

处置 

比例(%) 

股权处

置方式 

丧失控制 

权的时点 

丧失控制权时点

的确定依据 

处置价款与处置投

资对应的合并财务

报表层面享有该子

公司净资产份额的

差额 

富贵金洲（北京）

投资有限公司 
223,888,649.05 100.00 出售 2017.6.26 

办妥工商变更登

记 
31,531,141.39 

(续上表) 

子公司 

名称 

丧失控制

权之日剩

余股权的

比例 

丧失控制权

之日剩余股

权的账面价

值 

丧失控制权

之日剩余股

权的公允价

值 

按照公允价

值重新计量

剩余股权产

生的利得或

损失 

丧失控制权之日

剩余股权公允价

值的确定方法及

主要假设 

与原子公司股

权投资相关的

其他综合收

益、其他所有

者权益变动转

入投资损益的

金额 

富贵金洲（北京）

投资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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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对 2018 年 1-3 月经营业绩的预计 

□ 适用 √ 不适用 

 

 

 

 

 

浙江金洲管道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孙进峰 

2018 年 4 月 2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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