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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478                               证券简称：常宝股份                        公告编号：2019-012 

江苏常宝钢管股份有限公司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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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姓名 职务 内容和原因 

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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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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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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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59992879 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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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常宝股份 股票代码 0024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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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云芳 刘志峰 

办公地址 江苏省常州市延陵东路 558 号 江苏省常州市延陵东路 558 号 

电话 0519-88814347 0519-88814347 

电子信箱 wangyf@cbsteeltube.com liuzf@cbsteeltube.com 

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报告期内，公司主要从事石油天然气用管、电站锅炉管和机械管等专用管材的研发、生产和销售，主

要产品为油气开采用管、电站锅炉用管、机械用管以及其他细分市场特殊用管。公司产品主要应用于油气

开采、电站锅炉、机械加工等能源和机械行业。同时，2017年11月，公司完成发行股份购买医院资产，成



江苏常宝钢管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年度报告摘要 

2 

为能源管材生产销售和医疗服务并举发展的双主业上市公司。 

     报告期内，公司油气开采用管、电站锅炉用管、机械用管及其他细分市场用管等钢管业务营业收入占

当期收入比例为84%，是公司收入和利润的主要来源。报告期内，公司发行股份购买的医疗资产2018年全

部纳入上市公司合并报表，同时新增广州复大医院纳入上市公司合并报表范围，2018年医疗板块营收收入

占上市公司总收入的16%。 

     公司能源管材板块产品分为标准规格产品和特殊定制产品，生产模式基本为“以销定产”方式，即由客

户提出产品规格和数量要求，公司相关生产单元根据客户订单组织生产、检验并交货。公司所需原材料主

要为优质合金管坯。管坯采购主要根据生产合同要求，选择能够满足要求的国内专业特钢生产厂家。在销

售模式方面，公司同时采取直销和经销两种模式，以直销为主；公司医疗服务板块目前主要为综合医院服

务业务，主要为医院所在地周边居民及企业职工，提供综合诊疗服务，主要依靠医院自身品牌价值、服务

质量、在当地的核心竞争优势以及综合性价比赢得当地居民的信任和选择。 

     公司能源管材板块所在的行业分为稳定成熟市场和专业细分市场，市场空间较大。行业受能源消费需

求、经济周期变化、原材料价格波动等影响因素较为明显；公司医疗服务板块为医疗大健康产业，周期波

动风险较低，能够为公司提供优质的现金流和稳定的盈利增长点。 

     报告期内，公司能源板块市场需求回暖，继续保持稳健健康经营，经营业绩大幅增长，盈利水平，品

牌价值及劳动生产率继续处于行业前列；医疗服务板块也在根据市场需求，持续完善功能布局和服务水平，

积极提升核心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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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 年 2017 年 本年比上年增减 2016 年 

营业收入 5,376,126,917.42 3,494,406,305.56 53.85% 2,205,317,623.7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480,262,756.14 143,675,508.91 234.27% 109,696,178.3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494,541,626.08 119,592,039.68 313.52% 34,041,266.64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686,332,973.31 574,119,192.53 19.55% 150,679,417.33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49 0.17 188.24% 0.27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49 0.17 188.24% 0.27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2.26% 4.97% 7.29% 3.69% 

 2018 年末 2017 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减 2016 年末 

资产总额 6,422,603,881.01 5,679,357,146.43 13.09% 3,932,547,948.8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3,973,774,645.58 3,721,920,552.22 6.77% 3,002,692,383.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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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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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8,626,017.82 1,382,774,905.99 1,510,144,154.71 1,374,581,838.9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47,153,406.00 159,088,560.47 161,691,978.52 112,328,811.1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44,450,727.99 160,836,430.30 164,745,120.30 124,509,347.49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32,427,166.17 183,516,685.55 132,837,893.53 402,405,560.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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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586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

一个月末普通股股

东总数 

26,7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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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曹坚 境内自然人 22.99% 220,717,280 165,537,960 质押 62,562,500 

上海嘉愈医疗

投资管理有限

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15.64% 150,117,652 142,265,457 质押 119,664,561 

江苏常宝投资

发展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8.74% 83,945,722 0 质押 18,500,000 

宿迁市金鹏置

业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1.92% 18,396,226 18,396,226   

潍坊嘉元建筑

材料检测有限

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1.87% 17,928,104 17,928,104   

陈宇 境内自然人 1.60% 15,335,800 0   

韩巧林 境内自然人 1.42% 13,614,240 13,585,680   

中央汇金资产

管理有限责任

公司 

国有法人 0.95% 9,129,000 0   

王烨 境内自然人 0.90% 8,640,520 0   

周弘恺 境内自然人 0.78% 7,500,035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

动的说明 

曹坚先生为本公司控股股东，江苏常宝投资发展有限公司为曹坚先生行使控制权的公司，此

外，未知上述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其他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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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期内，国家宏观经济持续平稳运行，油气市场景气度和基本面整体提升，能源管材市场需求回暖，

公司管理层坚持推进“专而精，特而强”发展战略，继续深耕传统优势市场和特色细分市场，加大新市场新

产品开发力度，着力提升品质品牌，聚焦特色产品打造，持续推进精益管理，加快关键技术突破，公司继

续保持健康高效运行；医疗服务板块继续加强对各医院的经营指导和资源整合，提升医院的运营管理水平

及治理水平，各医院医疗服务特色和竞争优势巩固提升。 

报告期内，公司经营业绩实现较高质量的增长。2018年实现营业总收入53.76亿元，同比增长53.85%；

归属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4.80亿元，同比增长234.27%；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4.95亿元，同比增长

313.52%；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6.86亿元，同比增长19.55 %。 

报告期内，公司被常州市评为2018年度“工业五星级明星企业”，“常州工业质量管理标杆企业”，常州

市确定的首批15个低碳示范单位；被常州市武进区评为2018年度“纳税金奖企业”“外贸进出口十强企业”；

董事长曹坚先生被常州市委市政府评为 “改革开放40周年常州市杰出民营企业家”。 

     一、能源管材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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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期内，公司管理层精确把握市场供需变化，凭借持续领先的品牌优势和产品竞争优势地位，油套

管市场取得良好经营业绩，在油管市场继续保持行业领先位置；电站锅炉管受行业产业政策影响，国内外

市场需求同比下滑，但公司凭借小口径高压锅炉管持续领先的竞争优势和行业地位，仍然取得领先的市场

份额。报告期内，油套管产品实现营业收入26.35亿元，同比增长74.40%；锅炉管实现营业收入11.83亿元，

同比下降6.64%；品种管实现营业收入4.71亿元，同比增长5.68%。 

（1）市场拓展方面。报告期内，公司加强特色产品营销，持续优化产品结构，成为国内某重点油气

田战略供应商，接单量及产品结构均实现历史性突破；公司顺利成为国内某石油集团油套管优选供应商；

外贸拓展与客户认证取得突破，公司新增印尼、泰国、印度等国家石油公司的认证；HRSG产品顺利通过

德国某重点用户认证；高钢级T92产品顺利通过印度某重点客户认证并批量供货；完成GE公司内螺纹管及

T92产品认证；U型管顺利通过日本、美国等国际知名客户的认证并试单交付。 

（2）技术研发方面。报告期内，公司CBS3特殊扣油管和套管在加拿大C-FER实验室通过严苛的四级

评价试验，并获得过国内某重点油田特殊扣油管试井合同，非API市场拓展取得新跨越；成功开发CBXC

高抗挤毁直连型小套管并实现批量接单；成功开发114.3规格厚壁CBS3油管特殊扣并实现供货；完成小口

径超薄壁及超厚壁内螺纹管的开发，内螺纹管规格组距达到Φ22～Φ89；完成耐腐蚀钢SA-423CuSb超长管

研究和交货，实现炼化用小口径内螺纹管供货；完成加重钻杆产品的开发并实现合同交付；13Cr产品热轧

工艺批量生产成功，常宝成为国内少数具备热轧13Cr生产能力的企业之一。 

此外，中国石油学会测井专业委员会召开“高强韧性射孔枪管体产品鉴定会”，常宝射孔枪管受到行业

专家认可；子公司常宝精特主导起草的《高压锅炉用内螺纹无缝钢管》国家标准获批发布，2019年2月1日

起正式实施；公司2018年获得专利授权12项，其中包括2项发明专利和10项实用新型专利；公司发明专利

“CPE机组生产的150ksi以下抗CO2腐蚀油井管及其制造方法”荣获江苏省高价值优秀专利。 

（3）精益管理方面。报告期内，公司精心组织生产安排，加快推进设备自动化、智能化改造，逐步

推进标准车间和智能车间建设，公司管加工拧接机器人投入使用，内环上料拧接实现全自动操作，主要重

点设备逐步进行技改实现自动化，工作效率和设备稳定性得到提升；持续进行环保投入，促进低碳清洁生

产，2018年被认定为常州市第一批低碳示范单位；携手宝信启动常宝第三阶段信息化建设，以数据标准化

为基础，以信息共享为平台，整合梳理管理业务流程，提升常宝信息化管理水平。 

报告期内，常宝阿曼工厂逐步建立健全生产和质量控制体系，先后完成API、ISO资质认证及PDO审核

认证等生产准备工作，于2018年 6月顺利完成首批合同车丝生产，阿曼项目投产标志着常宝海外市场拓展

迈入新阶段。 

（4）项目建设方面。报告期内，公司启动新建高端页岩气开采用管智能生产线项目、特种专用管材

生产线项目，两大项目总投资11.5亿元。以上两大项目的投资建设不仅能够推动公司产品结构向高端升级，

也将进一步提升公司的品牌价值、盈利能力、市场竞争力和行业地位，是公司发展智能制造，促进装备向

中高端迈进的重要举措。项目的建设将进一步满足市场对相关高端产品的需求，提高市场占有率。目前，

两大项目按照工程进度已经正式进入实施阶段。 

    二、医疗服务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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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期内，公司医疗服务板块共实现营业收入8.66亿元，占公司营业收入的比重为16%；实现归属于上

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9032万元，占公司净利润的比重为18.81%。 

    报告期内，各医院加强品牌学科建设，强化医疗运营管理规划，结合各医院的地区优势，患者特点等，

制定新的发展策略，不断提升专科服务水平；通过开展大型义诊、组合营销等方式，加强运营管理，各医

院医疗服务特色和竞争优势得到巩固提升。同时，公司完成了对广州复大肿瘤医院的股权收购工作，该医

院是一家地处广州的三级肿瘤专科医院，是国家临床重点（肿瘤）专科建设单位，具有较强的专科特色和

发展潜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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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油套管 2,634,972,254.16 623,188,129.16  23.65% 74.40% 59.11% 7.34% 

锅炉管 1,182,521,335.84 184,563,051.02  15.61% -6.64% -10.71% 3.85% 

医疗服务 865,716,447.45 308,752,540.11  35.66% 758.18% 782.41% -1.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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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财政部于2017年发布了《财政部关于修订印发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通知》，对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进行了修订，适用

于2017年度及以后期间的财务报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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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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年12月21日公司公告关于与关联方上海嘉愈医疗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共同出资设立嘉兴愈安医疗投资公司收购广州复大

医疗有限公司51%的股权，广州复大医疗有限公司从2018年3月1日起纳入公司的合并范围。2018年8月8日，公司召开第四届

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嘉兴愈安对复大医院的收购比例由51%变更为41.22%，前期所涉及的对复大医院的控制权安排均保持不

变。 

（4）对 2019 年 1-3 月经营业绩的预计 

□ 适用 √ 不适用  

 

 

 

 

 

 

江苏常宝钢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董事长：曹坚 

 

2019年4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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