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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457                             证券简称：青龙管业                             公告编号：2018-060 

宁夏青龙管业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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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异议声明 

姓名 职务 内容和原因 

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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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下列董事外，其他董事亲自出席了审议本次半年报的董事会会议 

未亲自出席董事姓名 未亲自出席董事职务 未亲自出席会议原因 被委托人姓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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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青龙管业 股票代码 0024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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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范仁平 马丽花 

办公地址 宁夏银川兴庆科技园兴春路 235 号 宁夏银川兴庆科技园兴春路 235 号 

电话 0951-5070380 0951-5673796 

电子信箱 frpyn@163.com 87681455@qq.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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4,938,936.96 352,389,624.25 17.7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6,237,944.08 -42,827,950.05 114.5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10,016,137.14 -44,373,061.64 77.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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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的净利润（元）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218,593,178.99 -51,547,433.28 -324.06%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186 -0.1278 114.55%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186 -0.1278 114.55%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0.35% -0.02% 0.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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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82,920,479.57 2,800,541,744.20 2.9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1,780,943,949.49 1,808,205,205.41 -1.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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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5,8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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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宁夏青龙投资

控股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21.28% 71,300,654 0 质押 37,000,000 

陈家兴 境内自然人 10.08% 33,774,705 16,887,353 质押 26,300,000 

中央汇金资产

管理有限责任

公司 

国有法人 1.94% 6,499,600 0   

陈昌芬 境内自然人 0.99% 3,310,000 0   

路立新 境内自然人 0.77% 2,585,609 0   

杜学智 境内自然人 0.62% 2,060,851 0 质押 1,500,000 

汪平 境内自然人 0.47% 1,580,000 0   

朱军利 境内自然人 0.45% 1,507,700 0   

吴声敏 境内自然人 0.42% 1,406,901 0   

方吉良 境内自然人 0.36% 1,196,281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

的说明 

1、宁夏青龙投资控股有限公司是本公司的控股股东； 

2、陈家兴是宁夏青龙投资控股有限公司的控股股东、本公司的实际控制人，路立新、杜

学智、汪平、方吉良是宁夏青龙投资控股有限公司的股东； 

3、陈家兴、宁夏青龙投资控股有限公司具有关联关系；陈家兴、路立新、杜学智、汪平、

方吉良之间无关联关系；本公司未知上述其他股东是否存在关联关系； 

4、陈家兴、宁夏青龙投资控股有限公司具有《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中规定的一致行

动关系，本公司未知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具有《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中规定的一致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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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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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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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生产经营情况 

报告期内，在公司董事会的领导下，经营管理层和全体员工奋力拼搏，坚持既定的发展战略，在主营业务方面，完善、创新

经营机制，努力开拓市场，加大新产品、新技术、新工艺、新材料的研发力度和应用，全力推进生产过程自动化建设，深入

开展降本增效活动，全力化解开工率较低、生产节奏不均衡及国家供给侧改革和环保因素而导致的原辅材料价格上涨、供货

紧张、生产不能正常进行、部分合同不能正常供货等带来的诸多困难，基本保持了公司各项生产经营活动的正常进行和各项

管理工作的顺利开展；同时，对小额贷款业务，加强过程管控和风险防范工作，努力消除因小额贷款业务带来的不利影响。 

报告期内，公司一方面精心组织主营业务的生产经营活动，狠抓成本控制和质量管理，保障已签合同的执行；加强市场重点

项目的跟踪，加大各区域市场的营销力度，努力获取市场订单；另一方面，对小额贷款业务重点管控，督促青龙小贷的管理

层加大清欠力度，采取法律诉讼、以物抵债、补充抵押物、财产保全等方式积极对逾期欠款进行清收，加强青龙小贷相关制

度的执行和落实，强化贷款过程控制和贷后管理工作，加强内部审计监督工作，尽可能降低贷款逾期风险。 

报告期内，主营业务新签合同金额5.41亿元，其中，混凝土管道2.43亿元、塑料管材2.98亿元；上一报告期结转合同金额13.83

亿元，其中，混凝土管道12.68亿元，塑料管材1.15亿元；合同发货金额6.67亿元，其中混凝土管道4.12亿元，塑料管材2.56

亿元；结转至下一报告期执行的合同金额为12.56亿元，其中，混凝土管道11.00亿元，塑料管材1.57亿元。 

截止2018年6月30日，公司总资产为288,292.05万元，与期初相比增长2.94%；净资产为181,543.16万元，与期初相比减少1.36%；

报告期内实现营业总收入人民币41,939.00万元，同比增长15.69%；实现利润总额人民币1,094.63万元，同比扭亏为盈增长

127.57%；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人民币623.79万元，同比扭亏为盈增长114.57%；基本每股收益为0.0186元，同比

增长114.55%。 

报告期投入募集资金总额6,947,267.75元。截止报告期末，公司已累计投入募集资金总额759,989,447.39 元。 

（2）公司面临的主要风险和应对措施 

①青龙小贷贷款及利息不能按期收回从而造成的贷款损失风险及抵押物品和资产的处置风险： 

针对青龙小贷面临的问题和困难，尽管公司责令青龙小贷及时修订完善了相关制度和操作细则，加大各类贷款的审查、监督

力度，完善了贷款过程控制和相互制衡机制，加强了贷后管理工作和内部审计监督工作，同时对大部分还款能力不足及还款

意愿不强的单位和个人进行了诉讼，对抵押物不足值及担保的贷款，在诉讼的同时进行了财产保全，但青龙小贷后续能否足

额收回、处置前期逾期贷款及后续正常业务贷款仍存在不确定性。 

同时，对抵押物品和抵账资产能否顺利处置及处置金额能否足额覆盖贷款金额尚存在不确定性。 

对此风险，公司已停止保证类贷款业务，并将进一步加大对其他类贷款事项的事前审查力度和贷款的过程控制，进一步完善

内部制衡机制，加强内部审计监督工作，通过全过程的控制尽可能降低贷款风险。 

②经营管理风险： 

随着公司经营规模的扩张、市场区域的扩大、服务半径的拓展及新业务的开发、新产品的推广，公司的组织结构和管理体系

也日趋复杂，人才队伍不足，劳动力成本上升，这将导致经营管理工作的难度加大，从而给公司经营管理和全面协调能力带

来挑战。 

公司将通过推进内部控制规范体系建设、优化管理体系、加快引进成熟人才等措施，防范并消除经营管理风险。 

③主要原材料供应及价格波动的风险： 

公司主要原材料为钢材、水泥和塑料树脂，主要原材料成本平均占单位产品成本的比重在70%左右，随着国家供给侧结构性

改革工作的持续推进和环境保护力度的持续加大，存在原辅材料价格上涨的风险，将对公司的经营结果产生直接影响。 

对此风险，公司将加强对原材料价格走势的预判，通过加强原材料采购管理、合理控制存货储备；通过新工艺、新技术、新

材料的推广应用，降低单耗以及优化和丰富供应渠道等措施将原材料的影响降低到最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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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已签合同延迟供货风险： 

公司所签订的供货合同多是向水利建设等工程项目提供管材或管件。这些工程项目的施工进度受气候、水文地质、施工方案、

资源供应、施工环境、环保等多种不确定因素的影响，项目施工进度计划在具体执行过程中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有可能不

能按计划实现，进而影响到公司管材及管件的供货进度。因此，公司存在已签订合同延迟供货风险，可能导致公司销售收入

的确认不及预期。 

公司将积极与项目业主方进行沟通，及时了解工程项目的施工进度并按业主方实际需要供货。 

⑤行业市场竞争风险： 

目前，公司主营业务所属行业已呈现出市场化程度高、产品同质化竞争激烈、产能过剩等特点，行业内现有企业也在不断开

拓新市场区域和市场领域，不排除行业内其他企业或新的竞争者通过各种方式向行业和公司核心市场区域进行渗透的可能，

进而削弱公司在核心市场区域的地位，并对公司开拓新市场带来困难。 

对此风险，公司将继续完善营销机制、创新经营方式、优化竞争策略、加大市场开拓力度，避免市场占有率下降和效益下滑

等市场竞争风险。 

⑥新业务拓展和新产品推广风险： 

受国家和地方相关政策以及产品标准不全等的影响，公司新业务的拓展和新产品的推广有可能不及预期，这将影响公司经营

目标的实现。 

公司将采取加强沟通、宣传普及、制定企业标准、配合制定出台地方标准等措施，以消除不利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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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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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宁夏青龙管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法定代表人：马跃 

2018年8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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