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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443                          证券简称：金洲管道                          公告编号：2022-008 

浙江金洲管道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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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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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20,535,520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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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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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传真 0572-2065280 0572-2065280 

电话 0572-2061996 0572-2061996 

电子信箱 stock@chinakingland.com stock@chinakingland.com 

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公司是专业从事焊接钢管产品研发、制造及销售的国家高新技术企业，是行业知名的镀锌钢管、钢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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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合管、螺旋焊管、直缝焊管和不锈钢管供应商。公司地处浙江北部、太湖南岸的湖州市，东临上海、南

接杭州，104国道与318国道，新京杭高铁、商合杭高铁与宣杭铁路，申苏浙皖、申嘉湖与杭宁高速公路，

长湖申黄金水道等交通要道均交汇于此，地理位置得天独厚，水陆交通十分便捷，是名副其实的长三角之

心。 

公司主导产品有热浸镀锌钢管、高频焊管、钢塑复合管材管件、不锈钢管材管件、大口径卷制直缝埋

弧焊接钢管、双面埋弧焊螺旋钢管、直缝埋弧焊钢管、直缝电阻焊钢管、FBE/2PE/3PE防腐钢管。 

公司已通过ISO9001、ISO14001、ISO45001、ISO50001、中国特种设备（压力管道元件）制造许可、

美国API SPEC 5L、API SPEC 5CT、知识产权管理体系、中国环境标志产品、冶金实物优质产品、浙江制

造产品、新华节水产品等认证，拥有国家企业技术中心、CNAS认可实验室、省级企业研究院、省级工程

技术中心等一系列科研平台，产品被广泛应用于给水、排水、消防、燃气、石油天然气输送、建筑、通讯、

特高压电力铁塔等领域，在行业内拥有很高的知名度和美誉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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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 

 2021 年末 2020 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减 2019 年末 

总资产 4,438,247,818.62 4,041,733,943.10 9.81% 3,710,295,198.7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3,070,170,261.15 2,866,805,731.85 7.09% 2,438,879,963.99 

 2021 年 2020 年 本年比上年增减 2019 年 

营业收入 7,043,486,974.54 5,109,865,968.40 37.84% 5,049,096,910.7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385,551,961.30 584,086,423.86 -33.99% 275,497,295.2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363,437,744.76 363,332,254.81 0.03% 216,165,624.09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66,170,170.95 314,130,583.24 -47.10% 163,775,466.60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74 1.12 -33.93% 0.53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74 1.12 -33.93% 0.53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3.05% 22.13% -9.08% 11.75% 

（2）分季度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元 

 第一季度 第二季度 第三季度 第四季度 

营业收入 1,219,579,254.26 1,933,807,066.60 1,903,029,545.52 1,987,071,108.1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78,095,848.13 116,927,616.88 92,197,732.72 98,330,763.5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73,429,946.41 114,421,041.26 87,768,902.50 87,817,854.59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57,509,057.06 -275,480,078.72 271,681,527.93 327,477,778.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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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浙江金洲管道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年度报告摘要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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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7,566 

年度报告披露日

前一个月末普通

股股东总数 

44,5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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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记或冻结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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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30% 110,559,279 0   

杭州明函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2.85% 14,817,253 0   

许丰 境内自然人 1.95% 10,113,800 0   

国寿安保基金－中国人寿保

险股份有限公司－万能险－

国寿股份委托国寿安保红利

增长股票组合单一资产管理

计划 

其他 1.20% 6,210,707 0   

中国国际金融香港资产管理

有限公司－客户资金 2 
境外法人 0.60% 3,125,182 0   

高志平 境内自然人 0.58% 3,000,000 0   

王武 境外自然人 0.58% 2,989,300 0   

李志华 境内自然人 0.46% 2,413,700 0   

许超 境内自然人 0.41% 2,103,700 0   

李威 境内自然人 0.39% 2,029,100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公司未知上述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知其他股东是否属于《上市公司持

股变动信息披露管理办法》中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明（如有） 

1、公司股东许丰通过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

10,113,800 股，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 0 股，实际合计持有 10,113,800 股。2、公司

股东王武通过天风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 2,989,300股，

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 0 股，实际合计持有 2,989,300 股。3、公司股东李威通过广

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 2,029,100 股，通过普通证券

账户持有 0 股，实际合计持有 2,029,100 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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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浙江金洲管道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年度报告摘要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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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存续的债券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三、重要事项 

2021年是极不平凡的一年，世纪疫情与百年变局相互交织，国际国内形势正在发生深刻复杂变化，

在国内经济一季度后逐步复苏和推进国内大循环为主的特殊背景下，管道行业迎来了V型反转的机遇期，

我们坚持特色精品战略和深度差异化路线，精准研判行业形势，紧紧抓住市场机遇、稳稳提升产品质量、

实实压低生产成本，在疫情变化和经济恢复基础尚不牢固的情况下，交出了一份来之不易的成绩单。 

一是坚定精品战略，深入实施差异化。近年来，公司持续突出主业，专注管道制造，深入实施差异化，

继续强化“精品金洲管”的理念，追求“由精到大、自精而强”的发展之路。从产品合格率持续提升、开

发柔性制造定制化产品、提高工艺控制精度、完善园区的整体布局等多方面强化，企业整体竞争力得到进

一步提升。 

二是稳步拓展市场，推进营销精准化。全年钢铁行业运行情况整体表现好于预期，国内经济逐步复苏

带动了管道行业需求。镀锌钢管、钢塑复合管、螺旋焊管、直缝管收入显著增长。金洲管道商会总销量同

比去年又有了突破，钢塑复合管及管件继续实施差异化服务。螺旋焊管、直缝卷制管在供水领域有了新的

突破，进入多个大型引水项目。 

三是提升精细管理，推进生产高效化。公司始终聚焦市场和现场，以市场变化倒逼生产管理持续精进，

完善内外部沟通反应机制，着重深挖内部潜力，强调以务实的态度做精产品，以过硬的质量做优品牌，持

续推进现场6S管理，固化精益生产成果，助力开拓市场。 

四是持续技术创新，追求制造智能化。面对管道产品同质化、常规产品竞争加剧的态势，公司积极利

用自身资源和优势，主动收集行业性难题和关键性技术，延伸产品深加工服务，积极研发新技术和新工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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努力追求制造智能化、协同化，积极争创各项荣誉和奖项。 

五是持续降本增效，助力管理高效能。公司继续推进降本增效工作，通过把握原材料采购节奏、降低

材料消耗、减少长期积压库存、合理控制费用与财务成本等举措，为实现高质量、高效益发展创造了有利

条件。 

六是推进项目建设，孕育发展新蓄能。不锈钢管材管件项目坚持高起点稳妥推进，构建基于新一代信

息技术的自主可控、互联互通的数字化车间、智慧工厂，力争打造成国内一流的薄壁不锈钢管材管件生产

基地，树立行业新标杆。 

七是坚持以人为本，提升员工幸福感。公司坚定“百年金洲、实业报国”的理想信念，倡导“求精求

实争卓越、共享共赢重担当”的核心价值观，培育健康向上的企业文化。一年来，我们加强党建引领发展，

关注员工成才成长，提升各项福利待遇，关心困难职工生活，不断提升员工的获得感、幸福感。 

面对世界经济复苏不稳定、不平衡的大环境，疫情变化和外部环境存在诸多不确定性，国内钢材市场

的主导驱动力将由供给向需求转移，管道市场仍会有较大需求。我们要增强忧患意识，坚定必胜信心，继

续坚定不移做主业、精耕细作做精品，定制服务差异化、构建共赢产业链，要抢抓市场新需求、新机遇，

加快推进新项目、新产品，推动企业实现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更为安全的发展。 

 

 

 

浙江金洲管道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孙进峰 

2022 年 4 月 2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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