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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443                    证券简称：金洲管道                     公告编号：2018-036 

浙江金洲管道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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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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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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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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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80,371,747.55 1,557,631,018.83 27.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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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65,739,759.32 38,447,823.98 70.9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的净利润（元） 
47,569,095.85 10,015,540.27 374.95%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299,468,147.75 -127,524,650.05 -134.83%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3 0.07 85.71%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3 0.07 85.71%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3.04% 1.92% 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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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21,143,295.42 3,255,595,007.71 5.0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2,194,272,760.89 2,128,533,001.57 3.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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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3,4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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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霍尔果斯万木

隆股权投资有

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20.13% 104,773,820 0   

紫光集团有限

公司 
国有法人 4.81% 25,054,608 0   

刘爽 境内自然人 2.88% 15,000,000 0   

俞锦方 境内自然人 1.25% 6,515,400 4,886,550   

魏克思 境内自然人 0.98% 5,100,813 0 质押/冻结 5,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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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45,635   

沈淦荣 境内自然人 0.67% 3,475,194 2,606,395   

祝蓉 境内自然人 0.50% 2,611,800 0   

李志华 境内自然人 0.43% 2,25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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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公司股东刘爽通过东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 15,000,000

股，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 0 股，实际合计持有 15,000,000 股。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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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99,113 股，实际合计持有 5,100,813 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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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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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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年上半年，全球经济遇到的风险和困难逐步增多，主要经济体增长放缓、通胀上升，紧缩货币政策周期开启。上

半年国际经济形势复杂多变，虽然美国贸易保护主义抬头，对其他主要经济体启动了贸易战，但全球经济仍延续了2016年以

来的良好势头,我国经济也仍处于中周期上升阶段，继续保持了稳中向好态势。国内钢铁行业仍然处在强环保、去产能等政

策指导下，上半年钢材市场经历了大幅波动。环保整治和环保限产导致各地的钢厂减产或者停产，供给的释放受到制约，但

钢产量没有下降，钢材需求总体不差，钢厂产量、利润是屡创新高。 

    报告期内，国内油气管道建设仍处于阶段性放缓中，油气管道工程依然开工不足，市场需求低于预期，管道行业发展仍

然面临着较大的压力与挑战。公司管理层积极应对，把握住“强环保”和“煤改气”的机会，采取有效措施，继续做好市场的精

耕细作，从而保持报告期销量稳增。 

    报告期内，公司生产经营工作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1、积极跟踪油气管道、电力铁塔、燃气公司、自来水公司等大

项目、大客户，争取大订单；2、持续完善商会平台建设和系统服务能力，在巩固华东市场的基础上，努力提升薄弱地区市

场占有率，扩展营销半径；3、进一步做精做强燃气专用管、消防专用管、钢塑复合管等重点产品；4、进一步发挥预精焊、

钢塑管自动化生产线的设备和工艺优势；5、公司通过调整组织结构、聚焦产业发展、实施降本增效等措施，更大力度支持

市场开拓。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19.80亿元，较上年同期增长27.14%；营业成本17.32亿，较上年同期上升22.51%；归属

于上市公司股东净利润6,573.98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70.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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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浙江金洲管道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孙进峰 

2018 年 8 月 21 日 


	一、重要提示
	二、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简介
	2、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4、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5、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10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6、公司债券情况

	三、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1、报告期经营情况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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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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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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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