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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318                证券简称：久立特材               公告编号：2020-022 

债券代码：128019                债券简称：久立转2 

浙江久立特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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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非标准审计意见提示:不适用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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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经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的普通股利润分配预案为：以未来实施本次分配方案时股权登记日的公司

总股本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3.00 元（含税），送红股 0 股（含税），不以公积金转增

股本。 

3、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优先股利润分配预案:不适用 

二、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久立特材 股票代码 0023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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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寿昊添 姚慧莹 

办公地址 浙江省湖州市吴兴区中兴大道 1899 号 浙江省湖州市吴兴区中兴大道 1899 号 

电话 0572-2539125 0572-2539041 

电子信箱 jlgf@jiuli.com jlgf@jiuli.com 

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报告期内，公司的主要业务是工业用不锈钢管及特种合金的管材、管件的研发、生产、销售。其中，

公司主要产品为工业用不锈钢及特种合金的无缝管、焊接管以及管件。多年来，公司始终致力于为油气（包

括LNG）开采、储运、加工以及电力等能源装备行业提供高性能、耐蚀、耐压、耐温的材料。至今已有多

项产品实现替代进口，填补国内空白。公司已经连续多年在国内同行中处于领先地位，主导和推动了国内

工业用不锈钢管行业的发展。 

公司从事的主要业务可以根据产品的生产工艺流程或者产品在下游应用领域进行简单的区分。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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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以生产工艺流程区分，公司的主导产品大类主要分无缝管、焊接管及管件。无缝管产品利用具有世界

先进水平的热挤压工艺或者穿孔工艺进行开坯，接着进行后续的冷轧或冷拔工艺；而焊接管产品则利用FFX

成型、JCO成型等先进工艺进行生产。第二种，以产品下游应用领域区分，公司的主要业务可以分为超（超）

临界锅炉用管、镍基合金油井管、精密管、双金属复合管、（超级）双相不锈钢管、仪器仪表管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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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否 

单位：元 

 2019 年 2018 年 本年比上年增减 2017 年 

营业收入 4,436,860,898.95 4,063,057,117.64 9.20% 2,833,002,974.9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500,039,876.37 303,636,480.24 64.68% 133,824,225.6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448,949,640.68 269,515,897.98 66.58% 111,753,893.60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606,938,473.17 649,215,358.88 -6.51% -110,703,319.88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59 0.36 63.89% 0.16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55 0.36 52.78% 0.16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5.37% 10.04% 5.33% 5.02% 

 2019 年末 2018 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减 2017 年末 

资产总额 5,978,511,780.99 5,182,108,725.78 15.37% 4,950,982,443.9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3,420,166,511.23 3,172,024,645.13 7.82% 2,897,433,936.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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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11,148,818.72 1,087,689,203.25 1,181,787,942.31 1,156,234,934.6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71,773,703.47 139,171,051.22 176,952,414.18 112,142,707.5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56,895,567.28 129,033,680.42 179,471,751.47 83,548,641.51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12,895,911.66 162,372,851.28 41,756,647.66 189,913,062.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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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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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4,069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

一个月末普通股股

东总数 

45,3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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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质押或冻结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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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的股份数量 股份状态 数量 

久立集团 境内非国有法人 39.57% 333,023,186  质押 175,000,000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境外法人 2.91% 24,454,754    

周志江 境内自然人 2.10% 17,632,400 13,224,300   

浙江久立特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二

期员工持股计划 
其他 1.49% 12,550,095    

易方达基金－工商银行－外贸信托－外

贸信托·稳富 FOF 单一资金信托 
其他 1.13% 9,540,788    

李郑周 境内自然人 0.99% 8,356,945 6,267,709   

易方达基金－工商银行－易方达基金臻

选 2 号资产管理计划 
其他 0.83% 6,990,753    

蔡兴强 境内自然人 0.78% 6,592,468    

阿布达比投资局 境外法人 0.69% 5,822,350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0.52% 4,393,562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公司股东李郑周先生系公司实际控制人周志江先生的外甥，持有公司股份

8,356,945 股。除此之外，本公司未知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知其

他股东之间是否属于《上市公司股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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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 

（2）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 10 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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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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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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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1、报告期经营情况简介 

2019 年，全球经济总体延续复苏态势，但复苏动力不足，增速同步放缓，国际贸易摩擦加剧，下行压

力不断加大。国内宏观经济持续平稳运行，不锈钢行业需求整体趋稳，下游石油化工行业投资增速稳中有

升。随着高端装备制造产业的快速发展，高附加值产品的需求日益增加，为公司提供了新的发展方向和利

润增长空间。2019 年，公司始终坚持“长、特、优、高、精、尖”的产品战略定位，持续深耕主业，不断加

大研发投入，兼顾创新与质量，合理优化公司治理结构，不断加强内部管理，完善绩效考核，为公司业绩

持续、稳定、健康发展保驾护航。 

报告期内，公司营业收入比上年增长 9.20%，公司的营业利润、利润总额、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指标分别比上年增长 55.84%、56.68%、64.68%。对此，我们对照 2019 年初制定的经营目标和主要工

作措施，将 2019 年度董事会及管理层的主要工作情况报告如下： 

第一，产销稳步增长，展现经营业绩新高度。一是公司紧抓机遇，适应快速变化的经营环境。2019

年，公司紧跟国家产业政策与市场发展步伐，报告期内公司完成钢管成品产量 9.45 万吨，销量 9.52 万吨，

产销指标再创新高。二是优化客户服务。2019 年，公司聚焦“从制造到服务”，积极为客户提供一流的产品、

技术和服务，努力提高产品一次合格率、交货率等指标，有效提升国内外客户对公司产品的满意度。 

第二，加大研发力度，进一步优化产品结构。一是公司作为高新技术企业，坚持创新驱动发展，重视

科研工作推进。公司借助“国家认定企业技术中心”、省级重点企业研究院等科研平台，多方位加大科研力

度，深入对外合作，于 2019 年获得了国家技术创新示范企业的荣誉。报告期内，公司在英国利兹大学设

立首个海外研发中心——久立腐蚀与完整性中心，将针对耐蚀合金在油气田、光热、地热、能源和生物医

药领域的腐蚀失效行为展开深入研究，进一步为全球工业领域提高特种合金材料性能提供支持。二是提供

研发必要条件。为满足高端装备制造领域认证和相应领域扩展销售的要求，2019 年，合金公司向永兴材料

购买了快锻项目，解决了合金公司生产线的完整性问题，同时提升了运营效益，进一步加强公司在高端产

品领域的研发实力和综合竞争力。三是新产品研发获成效。2019 年，公司新申报科研项目 17 项，完成 14

项验收；新申报专利 13 项，专有技术 33 项。 

第三，深化精细管理，改善产品整体质量。一是完善公司内部管理。为进一步提升企业管理水平，挖

掘内部潜力，降低管理成本，2019 年公司导入“阿米巴经营”项目，实现“全员参与经营”，有效改善生产经

营。二是加强管理培训，提升员工质量意识。2019 年，公司积极开展质量培训，如 APC 高级企业管理师

培训、ISO 9001 质量体系标准培训等，加强员工质量意识。同时，明确贯彻产品质量终身制的理念，确立

谁生产、谁检验、谁负责的原则，达到精细化操作、地毯式推进，使公司的管理日趋完善。三是提升信息

化质量管理。2019 年，公司着手参与质量管理系统的开发，以订单技术分解为基础，启动信息化建设，实

现各类报告线上出具以及检验无纸化的目标，符合公司精细管理的体系，整体改善公司产品质量管理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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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推进战略布局，推动公司可持续发展。一是为优化上游原材料供应链管理体系，促使资源有效

配置，2019 年，公司相继以大宗交易和协议转让的方式合计买入永兴材料 10%的股份，以此实现贯穿产业

链上下游的目标，持续优化产品结构，进一步提升双方产品的市场竞争力，促进公司可持续发展。二是为

优化公司管理架构，减少管理层级和核算环节，2019 年，公司以吸收合并的方式将久立泰祜纳入公司主体

经营范围，有效降低运营成本。三是为优化资源共享机制及工艺流程布局和降本增效，2019 年，公司根据

高端领域行业政策及市场环境变化等因素作出审慎决策，将募投项目“年产 1000 吨航空航天材料及制品项

目”的实施地点进行变更，总体符合公司长期发展规划，继而统筹推进战略布局。 

2、报告期内主营业务是否存在重大变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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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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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缝管 2,300,431,019.50 714,819,949.02 31.07% 0.75% 13.71% 3.54% 

焊接管 1,362,025,453.41 352,158,215.99 25.86% 15.95% 20.76% 1.03% 

其他 459,817,602.34 46,318,901.64 10.07% 45.81% 71.84% 1.52% 

4、是否存在需要特别关注的经营季节性或周期性特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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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适用 

6、面临暂停上市和终止上市情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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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企业会计准则变化引起的会计政策变更 

1、本公司根据财政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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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修订印发合并财务报表格式（2019版）的通知》(财会〔2019〕16号)和企业会计准则的要求编制2019

年度财务报表，此项会计政策变更采用追溯调整法。2018年度财务报表受重要影响的报表项目和金额详见

本财务报告附注三（二十六）1之说明。 

2、本公司自2019年1月1日起执行财政部修订后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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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套期保值》以及《企业会计准则第

37号——金融工具列报》（以下简称新金融工具准则）。根据相关新旧准则衔接规定，对可比期间信息不

予调整，首次执行日执行新准则与原准则的差异追溯调整本报告期期初留存收益或其他综合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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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金融工具准则改变了金融资产的分类和计量方式，确定了三个主要的计量类别：摊余成本；以公允

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其他综合收益；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公司考虑自身业务模式，

以及金融资产的合同现金流特征进行上述分类。权益类投资需按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但

在初始确认时可选择按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其他综合收益(处置时的利得或损失不能回转到损益，但

股利收入计入当期损益)，且该选择不可撤销。 

新金融工具准则要求金融资产减值计量由“已发生损失模型”改为“预期信用损失模型”，适用于以摊余

成本计量的金融资产、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其他综合收益的金融资产、租赁应收款。 

    以下项目详见后附财务报告附注三（二十六）2之说明： 

     (1)执行新金融工具准则对公司2019年1月1日财务报表的主要影响； 

     (2)2019年1月1日，公司金融资产和金融负债按照新金融工具准则和按原金融工具准则的规定进行分

类和计量结果对比； 

     (3)2019年1月1日，公司原金融资产和金融负债账面价值调整为按照新金融工具准则的规定进行分类

和计量的新金融资产和金融负债账面价值的调节表； 

     (4)2019年1月1日，公司原金融资产减值准备期末金额调整为按照新金融工具准则的规定进行分类和

计量的新损失准备的调节表。 

3、本公司自2019年6月10日起执行经修订的《企业会计准则第7号——非货币性资产交换》，自2019

年6月17日起执行经修订的《企业会计准则第12号——债务重组》。该项会计政策变更采用未来适用法处

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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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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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原因的合并范围变动 

合并范围减少 

1.明细情况 

公司名称 股权处置方式 股权处置时点 处置日净资产（元） 期初至处置日净利润（元） 

久立泰祜 吸收合并 2019年3月31日 7,908,689.12 379,540.74 

2.其他说明 

根据2019年3月27日公司2019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本公司吸收合并全资子公司久立泰祜，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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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后本公司存续，久立泰祜解散。原久立泰祜相关经营业务于2019年4月起转入本公司南浔分公司。久立

泰祜已于2019年7月30日完成工商注销手续。 

 

 浙江久立特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董事长：李郑周 

二零二零年三月三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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