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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0778                            证券简称：新兴铸管                            公告编号：2018-47 

新兴铸管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一、重要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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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者应当到证监会指

定媒体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文。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报告的董事会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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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计划不派发现金红利，不送红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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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兴铸管 股票代码 000778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变更前的股票简称（如有） 不适用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包晓颖 王新伟 

办公地址 河北省武安市上洛阳村北（2672 厂区） 河北省武安市上洛阳村北（2672 厂区） 

电话 0310-5792011、010-65168722 
0310-5792011、010-85147922、
010-85147946 

电子信箱 xxzg0778@163.com xxzg0778@163.com 

2、主要财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追溯调整或重述原因 

其他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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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

期增减 

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后 

营业收入（元） 20,128,032,637.16 25,225,112,958.72 25,225,112,958.72 -20.2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1,134,230,149.68 501,048,668.97 501,048,668.97 126.3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的净利润（元） 
1,185,173,389.01 439,862,900.74 439,862,900.74 169.44%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1,912,728,640.67 1,131,805,530.11 1,131,805,530.11 69.00%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2842 0.1293 0.1293 119.80%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2842 0.1293 0.1293 119.8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5.62% 2.70% 2.70% 2.92%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

度末增减 

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后 

总资产（元） 49,924,106,287.50 49,032,653,529.30 49,032,653,529.30 1.8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20,299,994,460.74 19,631,978,792.18 19,631,978,792.18 3.40% 

注：公司于上年同期完成非公开发行股票事项，新增股份 347,572,815 股。公司根据会计准则的有关规定对上年同期的相关

数据进行了追溯调整。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202,6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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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兴际华集团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39.00% 1,556,247,737 69,514,564   

北京诚通金控投资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2.09% 83,209,852    

国新投资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2.09% 83,209,852    

全国社保基金一零三组合 其他 1.75% 70,000,000    

全国社保基金五零三组合 其他 0.80% 32,000,065    

安徽高新毅达皖江产业发展创业投资

基金(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人 0.78% 31,067,961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银华鑫

锐定增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0.73% 29,126,214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银华鑫

盛定增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0.50% 19,805,825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博时精

选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0.45% 17,999,876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证

500 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0.39% 15,716,201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国有法人股股东新兴际华集团与其他股东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未知其余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及是否属《上市公司股东持

股变动信息披露管理办法》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明（如有）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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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控股股东报告期内变更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控股股东未发生变更。 

实际控制人报告期内变更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更。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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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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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在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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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1）公司债券基本信息 

债券名称 债券简称 债券代码 到期日 债券余额（万元） 利率 

新兴铸管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公司债券 11 新兴 02 112027 2021 年 03 月 18 日 100,000 5.39% 

新兴铸管股份有限公司 2016 年面向合格

投资者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第一期） 
16 新兴 01 112408 2021 年 06 月 30 日 100,000 4.75% 

（2）截至报告期末的财务指标 

项目 本报告期末 上年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末增减 

资产负债率 57.46% 57.94% -0.48% 

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EBITDA 利息保障倍数 7.38 3.27 125.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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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年上半年，在国家深入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打赢蓝天保卫战三年行动计划的总体部署下，钢铁行业供需两旺，行业

利润总体回升，公司管理层在董事会的正确领导下，紧抓市场机会，强化市场开拓，努力实现产销均衡增长。并不断完善对

标体系建设，加强成果运用，不断激发企业经营活力，较好地完成了预算阶段指标和各项重点工作任务，实现了经营效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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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幅提升。 

报告期内，公司累计完成产量：铸管及管件117.80万吨、粗钢226.79万吨、钢材233.69万吨、钢格板3.45万吨，同比分别增长：

9.46%、-4.54%、-3.85%、2.62%。 

2、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1）与上一会计期间财务报告相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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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报告期无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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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上一会计期间财务报告相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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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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