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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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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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东宏股份 603856 无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寻金龙 寻金龙 

电话 0537-4640989 0537-4640989 

办公地址 山东省曲阜市东宏路1号 山东省曲阜市东宏路1号 

电子信箱 zqb@dhguanye.com zqb@dhguanye.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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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51,484,753.77 2,088,068,538.98 12.6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资产 

1,779,404,503.64 1,704,162,800.31 4.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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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2,964,413.00 -32,410,088.99 -63.42 

营业收入 1,041,909,173.37 852,528,805.30 22.2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135,753,561.79 96,268,168.80 4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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净利润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

利润 

132,705,663.66 90,123,522.03 47.25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7.70 6.11 增加1.59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53 0.38 39.47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53 0.38 39.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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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762 

截止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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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东东宏集团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

有法人 

51.56 132,202,753 129,154,350 无 0 

倪立营 境内自然

人 

12.20 31,281,250 31,281,250 无 0 

山东博德投资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

有法人 

1.77 4,550,000 4,550,000 无 0 

湖南华鸿浦海创业投资企

业（有限合伙） 

国有法人 1.31 3,358,900 0 未知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交银施罗德内核驱动

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1.20 3,080,050 0 未知   

曲阜东方成长股权投资企

业（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

有法人 

1.09 2,802,600 0 无 0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交银施罗德经济新动

力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1.04 2,661,159 0 未知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交银施罗德创新领航混合

型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1.02 2,610,000 0 未知   

汇添富基金管理股份有限

公司－社保基金四二三组

合 

其他 0.94 2,400,000 0 未知   

曲阜东宏成长股权投资企

业（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

有法人 

0.93 2,390,100 0 无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1.倪立营持有东宏集团 44.56%的股权，同时，倪立营还

直接持有本公司 12.20%的股权，为公司的实际控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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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宏集团持有山东博德投资有限公司 100%股权。2.东方

成长、东宏成长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及部分核心骨干人

员成立的持有公司股份的有限合伙企业。其中倪立营持

有东方成长22.27%的股份，持有东宏成长42.43%的股份。

3.未知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知是否存

在《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中规定的一致行动人的情

况。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

的说明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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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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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 年上半年，面对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影响和国内经济下行带来的压力，公司始终坚持

以党建工作为统领，推进党建与生产经营相融合，按照“一个融入，三个围绕”的党建工作总思路，

打造了“新东宏党旗红”的党建品牌，同时推进全员创新，切实抓好党是领导、工会执行、全员参

与、成果转化应用。公司坚持“质量、效益、稳健”的发展总基调，牢固树立“以市场为核心、以客

户为中心”的经营理念，切实抓好“产供研销+资本运作”的工作主线，稳步推进业务布局、市场拓

展和项目建设，使公司经营态势持续向好。上半年实现营业收入 1,041,909,173.37 元，同比增长

22.21%；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净利润为 135,753,561.79 元，同比增长 41.02%；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的净利润为 132,705,663.66 元，同比增长 47.25%。 

2020 年上半年公司主要工作及经营情况回顾： 

1.推动营销模式创新，销售业绩取得新突破 

报告期内，公司以更高站位、更大格局、更宽视野，推动向“工程管道制造商”+“管道工程

服务商”+“管道工程总承包商”三位一体转变，创新营销模式，开发管道工程项目，不断深化“一主

两翼”营销战略布局，在市政工程、热力工程、水利工程等领域取得一定进展，通过营销组织和营

销模式的变革，上半年连续拿下多个亿元项目订单，成为拉动经营目标完成的第一动力。 

2.坚持研发创新驱动，提升核心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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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期内，公司在原材料研发上不断优化改进，开发了改进的聚乙烯钢丝管粘接树脂及聚丙

烯钢丝管粘接树脂、矿用阻燃抗静电环氧粉末；始终坚持走差异化路线，勇于破解工矿类产品的

难题，彩色矿用钢丝网骨架聚乙烯给排水管及高压力矿用钢丝管取得矿用产品安全标志证书，成

为行业内唯一突破彩色阻燃抗静电技术的厂家；参编团体标准《非开挖用改性聚丙烯（MPP）电

缆护套管》，进一步提升公司核心竞争力。 

3.不断创新产品种类，增强差异化优势 

报告期内，公司成功安装第一条 PVC-UH 设备生产线，完成 DN160 型号管材试机，拓宽了公

司产品领域。完成 DN800*1.0MPa 大口径钢丝管双密封接头、钢塑复合耐磨管道三通和弯头试制；

完成高压力铆固双密封系统论证及对原双密封 DN315 以下型号的切换，结合市场需求完成大口径

承插钢管常规口径的系统开发，大口径承插口钢管生产设备整机制作调试成功，不断满足客户的

需求，提升公司品牌价值。 

4.实行精细化管理，提升精准交付能力 

报告期内，公司完善供应商准入流程，制定《供方现场考察管理规定》，严把供应商准入关，

严格按合同标准实施来料验收，梳理供方淘汰流程及供方淘汰机制，并按季度更新《合格供方名

录》，持续提升供应采购到货及时率；公司对计划调度组织和模式进行变革，使物流运输的派车、

装车能力有序进行、自主运转，生产计划及物流到货能力显著增强，公司通过围绕快速计划、快

速生产、快速研发、快速物流、快速供应，形成保障方案，制定应急保障措施，精准交付能力逐

步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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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详见“第十节-五-44.重要会计政策和会计估计的变更”中的相关论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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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