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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兴铸管股份有限公司 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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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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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92465 0310-5792011、57924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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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元） 28,621,262,554.81 19,808,703,556.21 44.4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1,331,882,977.57 870,365,519.17 53.0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的净利润（元） 
1,279,279,379.73 839,911,115.76 52.31%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842,507,759.36 1,206,052,839.61 -30.14%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3337 0.2181 53.00%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3337 0.2181 53.0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5.85% 4.03% 1.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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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

减 

总资产（元） 51,038,384,929.00 53,188,737,281.43 -4.0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22,842,209,393.55 22,122,309,853.52 3.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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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6,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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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记或

冻结情况 

股份

状态 
数量 

新兴际华集团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39.96% 1,594,808,303 69,514,564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境外法人 5.35% 213,685,273    

全国社保基金四一三组合 其他 1.04% 41,700,000    

林鸿斌 境内自然人 0.77% 30,640,000    

郑舜珍 境内自然人 0.76% 30,337,359    

林泽华 境内自然人 0.70% 28,054,450    

林炜槟 境内自然人 0.68% 27,150,319    

林贤专 境内自然人 0.50% 19,900,841    

林立华 境内自然人 0.47% 18,950,000    

林庄喜 境内自然人 0.43% 17,280,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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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下股东均通过信用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票：林鸿斌持有 30,640,000 股，

郑舜珍持有 30,337,359股，林泽华持有 28,054,450股，林炜槟持有 27,150,319

股，林贤专持有 19,900,841 股，林庄喜持有 9,030,100 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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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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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在半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存续的债券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1）债券基本信息 

债券名称 债券简称 债券代码 发行日 到期日 
债券余额

（万元） 
利率 

2019 年第一期新兴铸管

股份有限公司绿色债券 

19 新兴绿色债 01、

19 新兴 G1 
1980010.IB111076.SZ 2019 年 01 月 21 日 2024 年 01 月 22 日 100,000 4.25% 

2019 年第二期新兴铸管

股份有限公司绿色债券 

19 新兴绿色债 02、

19 新兴 G2 
1980089.IB111078.SZ 2019 年 03 月 26 日 2024 年 03 月 27 日 100,000 4.25% 

（2）截至报告期末的财务指标 

项目 本报告期末 上年末 

资产负债率 50.15% 54.59% 

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EBITDA 利息保障倍数 9.82 6.06 

三、重要事项 

报告期，公司未发生经营情况的重大变化，报告期内详细事项详见公司2021年半年度报告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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