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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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负责人刘长杰、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张宇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

人员)张宇声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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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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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95,921,411.42 3,681,090,292.13 -5.0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元） 
2,119,059,056.32 2,105,614,424.61 0.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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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5,604,204.90 10.68% 742,990,748.09 45.2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元） 
11,268,767.01 -22.67% 19,169,119.92 177.7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元） 
11,829,299.42 -17.03% 18,306,482.88 170.55%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元） 
-50,527,479.36 -156.45% 14,253,351.73 165.56%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2 -33.33% 0.04 180.00%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2 -33.33% 0.04 180.0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0.53% -0.20% 0.91% 2.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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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59,706.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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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03,616.78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309,075.29  

减：所得税影响额 232,391.06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260,193.17  

合计 862,637.0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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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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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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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4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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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长杰 境内自然人 27.52% 130,022,839 97,517,129 质押 130,022,839 

刘素霞 境内自然人 3.35% 15,836,954 0 质押 13,370,000 

王晓军 境内自然人 2.06% 9,750,031 7,064,443 质押 7,064,443 

张宇 境内自然人 1.96% 9,258,637 6,743,150 质押 6,743,150 

朱全明 境内自然人 1.46% 6,911,665 4,492,583 质押 6,911,665 

韩振祥 境内自然人 1.34% 6,310,515 0   

赵效德 境内自然人 0.87% 4,108,614 3,081,460 质押 3,663,433 

信继国 境内自然人 0.83% 3,944,810 0   

李久成 境内自然人 0.83% 3,911,629 2,933,722 质押 3,644,620 

王秀琴 境内自然人 0.65% 3,056,511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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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长杰 32,505,710 人民币普通股 32,505,710 

刘素霞 15,836,954 人民币普通股 15,836,954 

韩振祥 6,310,515 人民币普通股 6,310,515 

信继国 3,944,810 人民币普通股 3,944,810 

王秀琴 3,056,511 人民币普通股 3,056,511 

赵玉珊 3,007,536 人民币普通股 3,007,536 

王晓军 2,685,588 人民币普通股 2,685,588 

张宇 2,515,487 人民币普通股 2,515,487 

沈建明 2,470,000 人民币普通股 2,47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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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全明 2,419,082 人民币普通股 2,419,082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

说明 
无 

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参与融资融券

业务情况说明（如有）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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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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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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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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预付款项期末较期初增加33,911,592.81元，增长1.33倍，主要是为应对原材料价格上涨，预付材料款锁定原材料价格所致。 

2、其他应收款期末较期初增加14,939,241.48元，增长40.93%，主要是其他应收款中保证金、押金及备用金的增加所致。 

3、其他流动资产期末较期初减少14,750,871.57元，下降46.30%，主要是划分为其他流动资产的理财产品及待抵扣的增值税

减少所致。 

4、其他应付款期末较期初减少32,916,138.81元，下降48.66%，主要是限制性股票回购义务减少所致。 

5、营业收入本期较上期增加231,411,268.81元，增长45.23%，营业成本本期较上期增加82,386,047.95元，增长23.25%，主要

是公司金属管件业务订单执行情况较好，收入较去年同期大幅增加所致。 

6、税金及附加本期较上期增加4,876,000.15元，增长43.16%，主要是销售收入增加，相应的税金增加所致。 

7、销售费用本期较上期增加25,079,618.53元，增长64.39%，主要是销售收入增加，销售费用增长所致。 

8、管理费用本期较上期增加31,484,041.18元，增长34.03%，主要是管理费用中闲置设备折旧费用增加所致。 

9、财务费用本期较上期增加13,374,765.59元，增长42.08%，主要是财务费用中保函手续费增加和利息支出增加所致。 

10、研发费用本期较上期增加5,552,526.41元，增长61.59%，主要是本期研发支出增加所致。 

11、资产减值损失本期较上期减少4,413,736.78元，减少68.90%，主要是本期计提坏账准备减少所致。 

12、营业外收入、营业外支出本期较上期分别减少7,720,144.50元、6,877,276.17元，下降99.32%和95.01%，主要是上期土地

复耕费的收、支记入该科目所致。 

13、所得税费用本期较上期增加27,730,771.08元，增长7.79倍，主要是本期营业利润增加，计提的当期所得税费用增加所致。 

14、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本期较上期增加35,994,546.14元，增长1.65倍，主要是本期销售回款增加，导致现金流入

增加所致。 

15、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本期较上期增加61,916,167.19元，增长64.97%，主要是本期购建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

他长期资产支出减少，导致投资活动现金流出减少所致。 

16、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本期较上期减少120,570,894.13元，下降182.91%，主要是本期取得借款收到的现金减少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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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分别于2018年8月31日、2018年9月6日、2018年9月7日，在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上发布了《关于控股股东、实际控

制人拟转让公司部分股份和委托股票表决权暨实际控制人拟发生变更的提示性公告》（公告编号：2018-036）、《关于控股

股东、实际控制人拟转让公司部分股份和委托股票表决权暨实际控制人拟发生变更的补充公告》（2018-039）、《关于深圳

证券交易所中小板关注函的回复公告》（2018-041）。目前，该事项尚需取得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反垄断局对经营者集中

反垄断申报的批准以及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合规性审核。 

重要事项概述 披露日期 临时报告披露网站查询索引 

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

人拟转让公司部分股份

和委托股票表决权暨实

际控制人拟发生变更事

2018 年 08 月 31 日 

关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拟转让公司部分股份和委托股票表决权暨实际控

制人拟发生变更的提示性公告（2018-036）：《证券日报》《证券时报》、《中国

证劵报》、《上海证券报》、巨潮资讯网 

2018 年 09 月 06 日 关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拟转让公司部分股份和委托股票表决权暨实际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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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 制人拟发生变更的补充公告（2018-039）：《证券日报》《证券时报》、《中国证

劵报》、《上海证券报》、巨潮资讯网 

2018 年 09 月 07 日 
关于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板关注函的回复公告（2018-041）：《证券日报》《证

券时报》、《中国证劵报》、《上海证券报》、巨潮资讯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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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承诺事由 承诺方 
承诺

类型 
承诺内容 

承诺

时间 

承诺

期限 

履行

情况 

股改承诺       

收购报告书或权

益变动报告书中

所作承诺 

      

资产重组时所作

承诺 

配套募集资

金认购方：

刘长杰、王

晓军、张宇、

赵效德 

 

本次所认购的龙泉股份非公开发行股份自发行完成之日起36个

月内不得转让，在此之后按中国证监会及深交所的有关规定执

行。中国证监会在审核过程中要求对上述股份锁定承诺进行调

整的，上述股份锁定承诺应按照中国证监会的要求进行调整。

本人认购的股份根据上述规定解禁后，还应按《公司法》、《证

券法》及中国证监会及深交所的有关规定执行。由于上市公司

送红股、转增股本等原因增持的上市公司股份，亦应遵守上述

约定。 

2016

年 05

月 26

日 

 

报告

期

内，

承诺

人履

行其

承诺 

交易对方：

朱全明、朱

全洪、高雪

清、张兴平、

王晓军、徐

李平 

 

1、本人/本企业在本次交易中认购的龙泉股份之股份自上市之

日起 12 个月内不转让或解禁。上述锁定期内，如果龙泉股份实

施配股、送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等事项导致本人/本企业增

持该公司股份的，则增持股份亦应遵守上述锁定要求。2、补偿

义务人进一步承诺：本人在本次交易中认购的龙泉股份之股份

的锁定，按照本人及其他补偿义务人与龙泉股份签署的《业绩

承诺与补偿协议》执行。3、交易对方张兴平承诺：本人所获股

份自上市之日起 12 个月内不转让；自上市之日起满 12 个月后

可解禁所获股份数量的 15%；自上市之日起满 24 个月后可解禁

所获股份数量的 35%；自上市之日起满 36 个月后剩余未解禁股

份全部解禁。4、交易对方王晓军承诺：以所持新峰管业 3%的

股权为对价所获得的上市公司股份自上市之日起36个月内不得

转让。5、交易对方中徐李平承诺：2015 年 9 月受让的周强所持

新峰管业 15 万股股份，以该部分新峰管业股权为对价所获得的

上市公司股份自上市之日起 36 个月内不得转让。 

2016

年 05

月 26

日 

 

报告

期

内，

承诺

人履

行其

承诺 

补偿义务

人：朱全明、

朱全洪、高

雪清 

 

1、本人确保新峰管业在业绩承诺期内的每个年度实现以下净利

润：2015 年度净利润不低于 2,090 万元，2016 年度净利润不低

于 4,200 万元，2017 年度净利润不低于 4,950 万元，2018 年度

净利润不低于 5,850 万元。2、在业绩承诺期结束后，如果新峰

2016

年 05

月 26

日 

 

报告

期

内，

承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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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业在业绩承诺期内累计实现的净利润低于业绩承诺总额（即

17,090 万元），本人应就前述差额以所持龙泉股份之股份对龙泉

股份进行补偿；股份补偿后仍有不足的，再以现金进行补偿。3、

在业绩承诺期结束（以下简称"期末"）后，如果标的资产期末

减值额>已补偿股份数×本次发行股份价格+已支付现金补偿，本

人应就前述差额以所持龙泉股份之股份对龙泉股份进行补偿；

股份补偿后仍有不足的，再以现金进行补偿。4、本人对其他补

偿义务人的补偿义务承担连带责任。5、本承诺书中的名词含义

及未尽事项，以本人及其他补偿义务人与龙泉股份签署的《业

绩承诺与补偿协议》为准。 

人履

行其

承诺 

新峰管业原

控股股东朱

全明 

 

1、除龙泉股份及其控制的其他企业外，本人目前在中国境内外

任何地区没有以任何形式直接或间接从事和经营与龙泉股份及

其控制的其他企业构成或可能构成竞争的业务。2、在作为龙泉

股份股东期间，不在中国境内外，以任何方式（包括但不限于

单独经营、通过合资经营或拥有另一家公司或企业的股权及其

他权益、担任职务、提供服务）直接或间接参与任何与龙泉股

份及其控制的其他企业构成竞争的任何业务或活动。3、如果本

人违反上述承诺，本人承诺向龙泉股份承担赔偿及法律责任。 

2016

年 05

月 26

日 

 

报告

期

内，

承诺

人履

行其

承诺 

新峰管业原

控股股东朱

全明 

 

1、本人任职于新峰管业期间，将减少和避免本人控制的其他公

司、企业或者其他经济组织与新峰管业之间的关联交易，不以

任何方式占用新峰管业资产。对于无法避免或有合理原因而发

生的关联交易，本人及本人控制的其他公司、企业或者其他经

济组织将遵循市场原则以公允、合理的市场价格进行，根据有

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履行关联交易决策程序，依

法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和办理有关报批手续，不利用关联交易转

移、输送利润，不损害新峰管业的合法权益。2、本人如因不履

行或不适当履行上述承诺因此给龙泉股份及新峰管业造成损失

的，应以现金方式全额承担该等损失。3、如果本人违反上述承

诺，本人承诺向龙泉股份承担赔偿及法律责任。 

2016

年 05

月 26

日 

 

报告

期

内，

承诺

人履

行其

承诺 

首次公开发行或

再融资时所作承

诺 

控股股东及

实际控制人

刘长杰 

 

自股份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

人管理已持有的股份公司的股份，也不由股份公司收购该部分

股份。除前述锁定期外，在任职期间每年转让的股份不超过其

持有股份公司股份总数的 25%；在离职后半年内，不转让持有

的股份公司股份。 

2012

年 04

月 26

日 

 

报告

期

内，

承诺

人履

行其

承诺 

董事：王晓

军、王相民；

监事：卢其

栋，高管：

张宇、赵效

德、刘占斌、

马际红、王

 

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十二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

已持有的股份公司的股份，也不由股份公司收购该部分股份。

除前述锁定期外，在任职期间每年转让的股份不超过其持有股

份公司股份总数的 25%；在离职后半年内，不转让持有的股份

公司股份。 

2012

年 04

月 26

日 

 

报告

期

内，

承诺

人履

行其

承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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宝灵、李久

成、徐玉清 

监事：翟乃

庆、鹿传伟 
 

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十二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

已持有的股份公司的股份，也不由股份公司收购该部分股份。

除前述锁定期外，在任职期间每年转让的股份不超过其持有股

份公司股份总数的 25%；在离职后半年内，不转让持有的股份

公司股份。 

2013

年 04

月 19

日 

 

报告

期

内，

承诺

人履

行其

承诺 

股权激励承诺       

其他对公司中小

股东所作承诺 

控股股东及

实际控制人

刘长杰 

 

1、本人已经和将要直接或间接控制的任何其他下属公司、企业

目前未直接或间接从事与发行人具有同业竞争的业务；2、本人

已经和将要直接或间接控制的任何其他下属公司、企业未来也

不直接或间接参与或从事与发行人生产、经营相竞争的任何活

动；3、本人将不利用对发行人的控制关系进行损害发行人或其

他股东利益的经营活动；4、无论是由本人研究开发的、或从国

外引进、或与他人合作而开发的与发行人生产、经营有密切相

关的新技术、新产品（其他第三方将其投产，将产生与发行人

的竞争关系），发行人享有优先受让、生产的权利；5、如果发

生上述第 4 项的情况，本人承诺会尽快将有关新技术、新产品

的情况以书面形式通知发行人，并尽快向发行人提供其合理要

求的资料。发行人可在接到通知后三十日内决定是否行使有关

优先生产或购买权；6、本人确认本承诺旨在保障发行人及其全

体股东之权益而作出；7、本人确认并声明，本人在签署上述承

诺函时是代表本人和本人已经和将要直接或间接控制的其他下

属公司、企业签署的，本人对本人已经和将要直接或间接控制

的其他下属公司、企业履行上述承诺承担督促和保证责任。 

2012

年 04

月 26

日 

 

报告

期

内，

承诺

人履

行其

承诺 

控股股东及

实际控制人

刘长杰 

 

为减少和规范关联交易，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刘长杰先

生承诺："在本人作为发行人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期间，

将尽可能减少和规范本人以及本人控制的其他公司与发行人之

间的关联交易。对于无法避免或者有合理原因而发生的关联交

易，包括但不限于商品交易、相互提供服务或作为代理，本人

将一律严格遵循等价、有偿、公平交易的原则，在一项市场公

平交易中不要求发行人提供优于任何第三者给予或给予第三者

的条件，并依据《山东龙泉管道工程股份有限公司关联交易管

理制度》等有关规范性文件及发行人章程履行合法审批程序并

订立相关协议/合同，及时进行信息披露，规范相关交易行为，

保证不通过关联交易损害发行人和其他股东的合法权益。" 

2012

年 04

月 26

日 

 

报告

期

内，

承诺

人履

行其

承诺 

承诺是否按时履

行 
是 

如承诺超期未履

行完毕的，应当详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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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说明未完成履

行的具体原因及

下一步的工作计

划 

四、对 2018 年度经营业绩的预计 

2018 年度预计的经营业绩情况：业绩亏损 

业绩亏损 

2018 年度净利润（万元） -8,000 至 -3,000 

2017 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万元） 5,358.33 

业绩变动的原因说明 

1、受宏观政策及行业环境等因素影响，公司承接的部分 PCCP 供货工程执

行进度缓慢，以及原材料价格上涨，成本费用增加所致； 

2、为改善公司资金状况，拟处置部分资产，预计会造成一定损失。 

五、以公允价值计量的金融资产 

□ 适用 √ 不适用  

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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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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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委托理财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委托理财。 

九、报告期内接待调研、沟通、采访等活动登记表 

√ 适用 □ 不适用  

接待时间 接待方式 接待对象类型 调研的基本情况索引 

2018 年 07 月 02 日 电话沟通 个人 公司权益分派情况 

2018 年 07 月 02 日 电话沟通 个人 公司股东股票质押情况 

2018 年 07 月 04 日 电话沟通 个人 公司 2018 年半年度报告披露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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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 07 月 05 日 电话沟通 个人 公司合同执行情况 

2018 年 07 月 09 日 其他 个人 公司定期报告披露时间及维护股价稳定措施 

2018 年 07 月 12 日 电话沟通 个人 公司产品的应用 

2018 年 07 月 12 日 电话沟通 个人 新峰管业业绩承诺实现情况 

2018 年 07 月 17 日 电话沟通 个人 公司市场开拓情况及订单情况 

2018 年 07 月 18 日 电话沟通 个人 公司生产基地布局，未来市场情况 

2018 年 07 月 20 日 电话沟通 个人 公司担保情况 

2018 年 08 月 01 日 电话沟通 个人 公司现金流情况及持续盈利能力 

2018 年 08 月 01 日 电话沟通 个人 管道安装分公司及机械分公司情况 

2018 年 08 月 01 日 电话沟通 个人 湖北项目进展情况 

2018 年 08 月 06 日 电话沟通 个人 公司未来发展方向、装配式建筑情况 

2018 年 08 月 09 日 电话沟通 个人 公司股价情况 

2018 年 08 月 15 日 电话沟通 个人 公司未来发展 

2018 年 08 月 17 日 电话沟通 个人 产品毛利率 

2018 年 08 月 21 日 电话沟通 个人 新疆项目进展 

2018 年 08 月 21 日 电话沟通 个人 原材料价格变动影响及应对 

2018 年 08 月 28 日 其他 个人 新峰管业业绩承诺实现情况 

2018 年 09 月 03 日 电话沟通 个人 公司股东股份质押情况 

2018 年 09 月 03 日 其他 个人 公司实际控制人股份转让情况 

2018 年 09 月 04 日 电话沟通 个人 公司生产经营情况 

2018 年 09 月 07 日 电话沟通 个人 公司股价情况及生产经营情况 

2018 年 09 月 07 日 其他 个人 股份转让事项后续计划 

2018 年 09 月 10 日 其他 个人 股份转让事项所涉及同业竞争情况 

2018 年 09 月 10 日 其他 个人 股份转让事项的影响 

2018 年 09 月 11 日 电话沟通 个人 公司新产品的开发及研发方向 

2018 年 09 月 12 日 其他 个人 股份转让事项的影响 

2018 年 09 月 14 日 电话沟通 个人 公司股东情况 

2018 年 09 月 16 日 其他 个人 新峰管业相关经营情况 

2018 年 09 月 18 日 电话沟通 个人 公司三季度业绩情况 

2018 年 09 月 28 日 电话沟通 个人 公司股东股份解除限售情况 

 

                                                                     山东龙泉管道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法定代表人：刘长杰 

二零一八年十月二十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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