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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重要提示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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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者应当到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等中国证监会指定媒体上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

文。 

2 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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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会议。 

4 本半年度报告未经审计。 

5 经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公司无半年度利润分配预案或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二 公司基本情况 

2.1 公司简介 

公司股票简况 

股票种类 股票上市交易所 股票简称 股票代码 变更前股票简称 

A股 上海证券交易所 纽威股份 603699 不适用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凌蕾菁 严琳 

电话 0512-66626468 0512-66626468 

办公地址 苏州高新区泰山路666号 苏州高新区泰山路666号 

电子信箱 dshbgs@neway.com.cn dshbgs@neway.com.cn 

2.2 公司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

末增减(%) 

总资产 5,049,650,465.85 4,977,696,652.90 1.4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2,371,417,836.46 2,732,973,103.47 -13.23 

 
本报告期 

（1-6月）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

增减(%)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26,961,781.80 98,830,788.83   

营业收入 1,368,151,728.12 1,388,789,088.41 -1.4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216,273,767.84 115,077,409.67 87.9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186,001,004.57 107,600,797.11 72.86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7.68 4.39 增加3.29个百分点 



苏州纽威阀门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2 / 6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29 0.15 93.33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2.3 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 股 

截止报告期末股东总数（户） 14,477 

截止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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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质押或冻结的股份数

量 

苏州正和投资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

有法人 
53.15 398,650,000   质押 267,020,000 

通泰（香港）有限公司 境外法人 26.18 196,350,000   质押 67,550,000 

中国证券金融股份有限公

司 

境内非国

有法人 
2.88 21,589,034   未知   

苏州纽威阀门股份有限公

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 

境内非国

有法人 
0.95 7,150,654   无   

中国工商银行－易方达价

值成长混合型证券投资基

金 

未知 0.88 6,630,203   未知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

任公司 

境内非国

有法人 
0.84 6,273,200   未知   

武雪元 其他 0.44 3,307,455   未知   

叶晓明 其他 0.32 2,404,000   未知   

闻怡 其他 0.28 2,132,722   未知   

高雪红 其他 0.25 1,841,060   未知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通泰（香港）有限公司为苏州正和投资有限公司的

全资子公司；苏州正和投资有限公司、通泰（香港）有

限公司与其他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公司未知其他股东

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的

说明 
  

2.4 截止报告期末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前十名优先股股东情况表 

□适用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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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适用  √不适用  

2.6 未到期及逾期未兑付公司债情况 

□适用√不适用  

三 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3.1 经营情况的讨论与分析 

2019年是国内外市场形势空前复杂多变的一年，经济全球化受挫，贸易单边主义抬头，受国

际政治形势不确定性，尤其是中美贸易摩擦的影响，国内外金融市场震荡，全球范围内投资放缓，

投资者观望情绪浓厚。 

面对外部环境带来的巨大经营压力，公司积极策划和实施了一系列应对方案，通过调整市场

战略布局、完善全球化技术研发体系、全面提高生产效率与产品质量、改革员工绩效考核机制等

有效措施，大幅度地提高了公司的经营效率。 

公司致力于阀门产品技术的自主创新和发展，引入先进的模拟仿真技术和研发设计管理系统，

并已建成世界级的阀门材料实验室和工程实验室，配置了世界一流的实验设备，研发一系列高科

技阀门产品，广泛应用于石油天然气开采与运输、炼化与化工、船舶海工、煤化工、空分、核电、

电力、矿业等领域，在阀门的高端铸件生产技术、逸散性（低泄漏）控制技术、防火技术、高温

高压技术、产品大型化、超低温技术、耐腐蚀技术、抗硫技术、智能控制技术、安全阀技术等方

面在行业内居于领先水平。 

1、公司天然气管线用全焊接阀门研制重大突破 

公司于 2018年 10 月立项自主研发 56″Class900 高压大口径全焊接球阀样机，2019年 4月

完成样机各项性能试验，2019年 5 月通过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与中国通用机械工业协会组织的国

家级产品样机鉴定，2019年 7月在西部管道烟墩压气站国产阀门试验场一次性圆满通过《油气管

道阀门研制与应用 56″Class900全焊接阀门现场工业试验大纲》规定的所有各项试验。整个过程

仅历时 9 个月，充分体现了公司强大的研发能力、生产能力、供应保障能力、工艺控制能力、检

测与试验能力、质量保证能力。作为国内长输管线阀门的主力供应商之一，公司 56″Class900

全焊接球阀的成功研制为国内长输管线的发展贡献自己的力量。 

2、公司超低温阀门占比进一步扩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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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国家能源结构的调整，煤改气的推进，天然气的能源占比逐年提升，带动了液化天然气

工业迅猛发展。报告期内，公司超低温阀销售均较去年同期相比增长迅猛，特别是在液化气接收

站项目上，阀门的口径、磅级都有较大的突破。 

公司超低温阀门在化工行业同样的发展迅猛，公司与恒力、万华、辽宁宝来、兴浦等化工行

业的大型企业建立了紧密的合作关系。 

3、公司高端自动控制阀门技术进一步提升 

高频开关程控球阀广泛应用于蜡油、渣油加氢、柴油加氢装置等过滤器反冲洗工位，目前依

赖进口。公司研发的高频球阀成功应用于中海油某炼化装置，替代进口知名品牌阀门，解决了密

封泄漏、开关卡顿、维修困难的问题。得到了客户的好评，为后续炼化项目加氢装置程控球阀、

高频开关球阀的国产化奠定基础。 

4、公司核电阀门研制及业绩的新进展 

公司核电阀全系列样机完成用于民用核安全设备许可证范围扩充的鉴定试验。关键核电阀实

现出口，首次获得 ITER核聚变项目中核级阀门订单，对于阀门材料、结构、性能要求更加苛刻。 

5、公司水下阀门助力国产化进程 

继公司水下阀门成功执行首个订单—文昌气田群工程项目之后，纽威又陆续接到多个水下阀

门订单，最大水深及批量均有突破。作为国内领先水下阀门供应商，逐步打开国外市场。目前，

公司已经与国外多家大型海洋石油开发公司签订技术协议，合作进一步深入。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136,815.17 万元，比上年 138,878.91 万元下降 1.49%，实现

利润总额 25,314.12万元，比上年 13,955.05万元上升 81.40%，归属于上市公司母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为 21,627.38万元，比上年 11,507.74万元上升 87.94%。 

3.2 与上一会计期间相比，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原因及其影响 

√适用  □不适用  

1、本次会计政策变更的情况、原因 

2019 年 4 月 30 日，财政部发布了《关于修订印发 2019 年度一般企业报表格式的通知》（财

会[2019]6 号）（以下简称“财会[2019]6 号），对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进行了修订，要求执行企业

会计准则的非金融企业按照企业会计准则和财会[2019]6 号的要求编制财务报表，企业 2019 年度

中期财务报表和年度财务报表以及以后期间的财务报表均按照财会[2019]6 号要求编制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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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 5 月 9 日，财政部发布关于印发修订《企业会计准则第 7 号—非货币性资产交换》（财

会[2019]8 号），对准则体系内部协调与明确具体准则适用范围进行修订。  

2019 年 5 月 16 日，财政部发布关于印发修订《企业会计准则第 12 号—债务重组》（财会[2019]9

号），对准则体系内部协调与债务重组定义进行了修订。 

2、本次会计政策变更的影响 

（一）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修订对公司的影响 

根据财政部《关于修订印发 2019 年度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通知》（财会[2019]6 号）的

要求，对受影响的 2018 年 12 月 31 日的合并资产负债表和母公司资产负债表列报调整如下： 

单位：元 

执行上述新政策不会对公司财务报表产生重大影响，对公司损益、总资产、净资产不产生实

质影响。  

（二）《企业会计准则第 7 号—非货币性资产交换》修订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将按照财政部 2019 年 5 月 9 日发布的《企业会计准则第 7 号—非货币性资产交换》对

2019 年 1 月 1 日至执行日之间发生的非货币性资产交换进行调整，对 2019 年 1 月 1 日之前发生

的非货币性资产交换，不进行追溯调整。 

执行新修订的《企业会计准则第 7 号—非货币性资产交换》不影响公司净资产、净利润等财

务指标。 

（三）《企业会计准则第 12 号—债务重组》修订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将按照财政部 2019 年 5 月 16 日发布的《企业会计准则第 12 号—债务重组》对 2019 年

1 月 1 日至执行日之间发生的债务重组，根据本准则进行调整，对 2019 年 1 月 1 日之前发生的债

项  目  
合并资产负债表  母公司资产负债表  

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前  调整后  

应收票据及

应收账款  
1,389,083,766.73   1,350,282,318.70   

应收票据    128,325,182.72   120,238,579.53 

应收账款    1,260,758,584.01   1,230,043,739.17 

应付票据及

应付账款  
1,030,387,267.01    1,200,629,591.06   

应付票据    347,030,352.80   303,743,317.18 

应付账款    683,356,914.21   896,886,273.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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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重组不进行追溯调整。  

执行新修订的《企业会计准则第 12 号—债务重组》不影响公司净资产、净利润等财务指标。 

3.3 报告期内发生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更正金额、原因及其影响。 

□适用  √不适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