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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478                               证券简称：常宝股份                           公告编号：2020-017 

江苏常宝钢管股份有限公司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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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证天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本公司出具了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对相关事项已有详细

说明，请投资者注意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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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未来实施分配方案时股权登记日的总股本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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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站锅炉管和工程机械及石化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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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机械用管以及其他细分市场特殊用管。公司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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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主要应用于油气开采、电站锅炉、机械加工等能源和机械及石化行业。同时，2017年11月，公司完成发

行股份购买医院资产，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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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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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是公司收入和利润的主要来源；公司医疗板块营业收入占上市公司总收入的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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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国家能源安全战略及国内油气勘探开采投资加大背景下，公司油气开采用管需求保持增

长，能源管材市场整体继续保持稳健经营，经营业绩实现较大幅度增长；医疗服务板块加强对各医院的经

营管控，提升医院管理及运营水平，各医院经营稳健，区域竞争优势和医院品牌逐步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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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 年 2018 年 本年比上年增减 2017 年 

营业收入 5,285,111,388.12 5,376,126,917.42 -1.69% 3,494,406,305.5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601,156,011.09 480,262,756.14 25.17% 143,675,508.9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589,720,413.73 494,541,626.08 19.25% 119,592,039.68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669,182,117.92 686,332,973.31 -2.50% 574,119,192.53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63 0.49 28.57% 0.17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63 0.49 28.57% 0.17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4.22% 12.26% 1.96% 4.97% 

 2019 年末 2018 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减 2017 年末 

资产总额 6,844,041,142.96 6,422,603,881.01 6.56% 5,679,357,146.4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4,462,884,420.89 3,973,774,645.58 12.31% 3,721,920,552.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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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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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14,713,985.97 1,441,808,890.64 1,383,486,295.56 1,145,102,215.9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36,734,644.24 197,278,390.17 178,090,530.18 89,052,446.5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135,030,060.85 194,102,702.09 171,603,917.71 88,983,733.08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41,462,445.11 297,302,703.78 132,092,759.40 381,249,099.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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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327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

一个月末普通股股

东总数 

24,1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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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748,500 

上海嘉愈医疗

投资管理有限

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14.82% 142,265,457 142,265,457 质押 120,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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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897,927 

文沛林 境内自然人 2.37% 22,713,33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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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质押 13,380,000 

陈宇 境内自然人 1.60% 15,336,700 0   

韩巧林 境内自然人 1.16% 11,114,240 10,210,680   

王烨 境内自然人 1.16% 11,090,520 0   

中央汇金资产

管理有限责任

公司 

国有法人 0.95% 9,129,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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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实际控制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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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期内，随着国家持续推进能源安全战略，加大油气勘探开发力度，油气市场维持景气，公司管理

层持续推进“专而精，特而强”发展战略，推进精益管理模式，继续深耕中小口径能源管材市场，保持传统

优势市场和特色细分市场竞争优势，着力提升品质品牌，聚焦特色产品打造，公司继续保持健康高效运行；

医疗服务板块加强对各医院的经营管控，提升医院管理及运营水平，各医院经营稳健，区域竞争优势和医

院品牌逐步提升。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总收入52.85亿元，同比下降1.69%；归属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6.01亿元，

同比增长25.17%；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5.90亿元，同比增长19.25%；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6.69亿元，同比下降2.50%。 

报告期内，公司被常州市政府评为2019年度“工业五星级明星企业”、“纳税百强企业”，被武进区政府

授予“2019年度纳税大户金奖企业”、“2019年度外贸进出口十强企业”，董事长曹坚获得“常州市工业明星企

业家”、“武进区优秀企业家”称号；子公司常宝普莱森获得2019年区长质量奖、区工业企业产出规模奖，区

税收突出贡献奖，区工业企业有效投入奖；2019年公司“高端油井管制造车间”被认定为2019年江苏省示范

智能车间，公司及子公司常宝普莱森同时被认定为“常州市绿色工厂”，公司及子公司常宝普莱森同时被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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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为“2019年首批江苏省工业互联网发展示范企业”四星级企业，常宝精特被认定为2019年度江苏省专精特

新小巨人企业（专精特新产品）等。 

一、能源管材方面 

报告期内，公司管理层精确把握市场供需变化，大力推进精益管理模式，持续打造质量、效率和交期

优势，不断提升品质和品牌信任度，凭借在中小口径油管市场持续领先的品牌优势和产品竞争优势，油气

开采用管市场整体取得良好经营业绩；电站锅炉管受行业政策持续影响，国内外市场需求仍然低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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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升巩固品质品牌，仍然取得领先的市场份额。

报告期内，公司能源管材板块实现营业收入42.62亿元，同比下降5.50%；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4.97亿元，同比增长27.48%。 

报告期内， 内贸市场方面，在中石油、中石化、中海油等油气开采用管重点市场开拓取得突破，高

钢级产品、非API产品持续增加，多个重点产品成功首次入围；HRSG管、U型高加管、蛇形管、光热管等

市场份额名列前茅；外贸市场方面，顺利通过印尼国家石油公司、巴基斯坦油气开发公司认证、MRC管线

管认证、NIOC认证以及PDO管线管的认证，T91超长管批量性供货海外市场，T23产品顺利通过GE认证并

取得批量订单。同时，公司深入挖掘工程机械、钻探工具以及接箍石油工具等细分市场，结合机组特色选

定目标品种，新开发煤炭地质钻杆、加重钻杆、工具用管等高附加值产品，目前公司稳定接单的品种数量

达到23个，品种管合作客户达76家。 

报告期内，公司重点项目建设有序推进。 常宝高端页岩气智能生产线项目于2019年陆续建成投产运

行，高附加值油井管深加工能力进一步提升；特种专用管材生产线项目于2019年6月30日正式开工，目前

已进入全面施工阶段，预计2020年下半年投产试运行，将建成目前全球最先进PQF连轧钢管机组；高端管

线管智能生产线项目于2019年11月5日正式开工，预计2020年下半年投产试运行，将进一步提升管线管生

产能力；常宝钢管技术研发中心项目，该项目已经立项建设，预计2020年年底建成投入使用，项目建成后

将全面达到国内领先水平。同时，2019年，公司各经营单元加快推进技术改造、自动化、智能化及设备效

率提升等重点项目，公司主要产线效率和产品质量明显提升。 

二、医疗服务方面 

 报告期内，各医院结合自身区位优势，加强运营管理，不断提升医疗服务水平，增强区域竞争力。

报告期内，公司医疗服务板块共实现营业收入10.23亿元，同比增长18.13%；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1.04亿元，同比增长15.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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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开展社区门诊、健康普查、义诊下乡、组合营销等方式，

拓展市场影响力。各医院持续加强人才建设和运营管理，巩固提升自身优势医疗科室，通过外部合作等，

扩展医疗业务的服务宽度。什邡二院精神病院新大楼竣工并投入使用，完成园区扩容后，收治病人数量也

大幅提升，继续巩固当地精神专科类的龙头地位；洋河医院通过拓展与外部医院机构的合作，组织四周年

院庆暨大型义诊活动等措施增强医院影响力；东大医院加快推进三级医院创建，不断提升学科及文化建设

水平；广州复大医院完成高新技术企业复评，将在2019-2021年度继续享受所得税优惠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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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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53,356,901.24 730,506,542.62 28.61% -3.10% 17.22% 4.96% 

锅炉管 1,057,616,310.55 193,337,481.68 18.28% -10.56% 4.75% 2.67% 

医疗服务 1,022,636,550.33 373,822,675.86 36.55% 18.13% 21.08% 0.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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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本期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比上年增长25.17%，是因为公司大力开发新产品，调整产品结构，本年油套管和锅炉

管产品销售毛利比上年都有所提高，公司本年实现的净利润比上年增长24.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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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重要会计政策变更 

① 财政部于2019年4月30日发布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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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合并财务报表格式》、《合并财务报表格式主要变动

说明》（2019版）（财会（2019）16号））。 结合企业会计准则实施有关情况调整了部分项目，将原合

并资产负债表中的“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行项目分拆为“应收票据”“应收账款”“应收款项融资”三个行项

目，将“应付票据及应付账款”行项目分拆为“应付票据”“应付账款”两个行项目，将原合并利润表中“资产减

值损失”“信用减值损失”行项目的列报行次进行了调整，删除了原合并现金流量表中“为交易目的而持有的

金融资产净增加额”“发行债券收到的现金”等行项目，在原合并资产负债表和合并所有者权益变动表中分别

增加了“专项储备”行项目和列项目。 

②执行《企业会计准则第22 号——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企业会计准则第23 号——金融资产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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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企业会计准则第24 号——套期会计》和《企业会计准则第37 号——金融工具列报》（2017 年修

订） 

财政部于2017 年度修订了《企业会计准则第22 号——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企业会计准则第23 号——

金融资产转移》、《企业会计准则第24 号——套期会计》和《企业会计准则第37 号——金融工具列报》。

上述修订后的准则本公司自2019 年1 月1 日起施行，根据准则规定，对于施行日尚未终止确认的金融工具，

之前的确认和计量与修订后的准则要求不一致的，应当追溯调整。涉及前期比较财务报表数据与修订后的

准则要求不一致的，无需调整。 

（2）会计估计变更 

本报告期主要会计估计未发生变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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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报告期无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 

 

 

 

 

 

江苏常宝钢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董事长：曹坚 

 

2020 年 4 月 2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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