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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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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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0100000 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10.00 元（含
税），送红股 0 股（含税），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转增 10 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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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股票代码

0024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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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锅炉管和机械管等专用钢管的研发、生产和销售，主要产
品为油气开采用管、电站锅炉用管、机械用管以及其他细分市场特殊用管。公司产品主要应用于油气开采、
电站锅炉、机械加工等能源和机械行业。公司油气开采用管、电站锅炉用管、机械用管及其他细分市场用
管销售收入和毛利的当期占比均超过90%以上，是公司收入和利润的主要来源。报告期内，公司主营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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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成未发生重大变化。
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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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辅料主要通过
招议标形式进行采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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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所在的能源管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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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期内，受行业下行、国际油价下跌及原材料价格异常波动的影响，公司盈利水平同比出现较大幅
度的下滑，但公司继续保持稳健经营，2016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22.05亿元，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10亿元。公司盈利水平，品牌价值及劳动生产率仍处于行业前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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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是否因会计政策变更及会计差错更正等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单位：人民币元
2016 年
营业收入

2015 年

本年比上年增减

2014 年

2,205,317,623.78

2,923,080,553.09

-24.56%

3,776,571,873.46

109,696,178.38

206,061,869.81

-46.77%

245,902,250.65

34,041,266.64

144,529,117.13

-76.45%

231,460,322.53

150,679,417.33

376,906,829.36

-60.02%

918,346,815.28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27

0.52

-48.08%

0.61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27

0.52

-48.08%

0.61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3.69%

7.08%

-3.39%

8.8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016 年末

2015 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减

2014 年末

资产总额

3,932,547,948.82

3,948,368,304.90

-0.40%

3,980,314,596.2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3,002,692,383.54

2,964,126,615.28

1.30%

2,856,085,740.98

（2）分季度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人民币元
第一季度
营业收入

第二季度

第三季度

第四季度

561,406,090.81

488,854,916.72

519,803,602.70

635,253,013.5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28,353,151.11

27,885,480.13

28,930,008.11

24,527,539.0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13,846,714.28

9,215,969.77

594,012.43

10,384,570.16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37,828,925.06

34,385,587.27

-78,553,870.31

157,018,775.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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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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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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
25,030 一个月末普通股股
东总数

报告期末表决权
21,465 恢复的优先股股
东总数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一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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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曹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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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境内自然人

27.58%

110,358,640

82,768,980 质押

31,281,300

江苏常宝投资 境内非国有
发展有限公司 法人

10.49%

41,972,861

0 质押

29,000,000

韩巧林

境内自然人

2.26%

9,057,120

6,792,840

陈宇

境内自然人

1.92%

7,664,000

0

张兰永

境内自然人

1.68%

6,728,120

5,758,590

中央汇金资产
管理有限责任 境内自然人
公司

1.14%

4,564,500

0

张岳明

境内自然人

0.94%

3,752,000

0

周弘恺

境内自然人

0.90%

3,618,560

0

中海信托股份
有限公司－金
海 5 号证券投 其他
资集合资金信
托

0.90%

3,586,089

0

华融国际信托
有限责任公司
－华融·六禾 1 其他
号证券投资单
一资金信托

0.87%

3,471,366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 曹坚先生为本公司控股股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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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动的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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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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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公司债券最新跟踪评级及评级变化情况
（3）截至报告期末公司近 2 年的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单位：万元
项目

2016 年

2015 年

同期变动率

三、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1、报告期经营情况简介
本公司请投资者认真阅读本年度报告全文，并特别注意下列风险因素
公司是否需要遵守特殊行业的披露要求
否

2016年，受行业下行及国际油价下跌持续影响，叠加原材料价格的异常波动，公司产品销售总量、销
售价格及盈利水平较去年同期下降较大，产品成本费用虽然有所下降，但是没有完全抵销因销售单价及销
售总量下降、原材料价格上涨造成的规模影响。
在此背景下，公司以“创新驱动发展，增强内生动力”为经营思路，通过外拓展、内挖潜以及财务投
资等多方式、多举措提升公司盈利能力，抵御多种外部不利因素的影响，抵消了部分行业整体下滑的不利
因素。虽然经营业绩出现较大幅度的下滑，但公司各项经营活动有序推进，基础管理不断夯实，总体保持
平稳健康运行。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22.05亿元，同比下降24.56%；归属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1.10亿元，同
比下降46.82%；基本每股收益0.27元/股，同比下降48.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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油气开采用管：经营业绩大幅下滑，但部分市场仍取得突破
报告期内，受国际油价下跌的持续影响，以及行业非理性竞争加剧，油气开采用管需求及价格持续低
迷。2016年油气开采用管实现营业收入6.52亿元，同比下降59.69%；毛利率12.19%，同比下降10.14%。
公司经营呈现以下特点：
（1）优化生产组织安排。2016年，受市场影响，公司油套管市场产销量出现大幅下滑，公司经营层
快速调整经营策略，灵活进行生产组织安排，做到现有合同高效生产；同时，积极组织各类培训，加快新
产品的试验和试制，加大设备的技改和维护，基础管理逐步夯实，生产经营各项活动饱满并有序进行。
（2）部分市场取得突破。针对原有传统市场的非理性竞争影响及萎缩，公司在部分区域市场上取得
一定进展和突破。如内贸上在延长油田区域、长庆油田区域、东北区域超级13Cr市场、重庆页岩气市场，
以及外贸上在加拿大及澳大利亚市场上均有所进展，为生产组织提供了支撑。
（3）积极调整产品结构。2016年，公司继续扩大非API产品的开发和培育力度，在非开挖钻杆、油缸
管和地质管上有增量，总销量超出预算指标。同时，进一步加大产销研配合，在隔热扩口管、小口径油缸、
长庆小油管和页岩气等市场取得一定突破。
电站锅炉用管：接单能力进一步增强，竞争优势进一步巩固
报告期内，公司凭借核心竞争优势，通过积极拓展内外贸市场，接单能力持续增强，超额完成2016
年度计划预算目标，为公司经营业绩做出了重要贡献。2016年锅炉管营业收入11.59亿元，同比增长14.20%；
毛利率15.69%，同比增长2.57%。
公司经营呈现以下特点：
（1）接单能力进一步增强。公司通过新市场新用户开拓，电站锅炉管产品的接单能力和品牌影响力
持续增强，募投项目U型管单元开始扭亏为盈。2016年，全年实现接单19.82万吨，同比增长12.50%，超额
完成年度预算目标，公司在小口径高压锅炉管的市场份额和竞争优势进一步稳固。
（2）产品结构进一步优化。公司大力调整产品结构，进一步提高双高产品比重，全年双高产品接单
占比30%。产品结构的优化带动了整体销售附加值率的提升，2016年销售附加值率均值达到40%以上，有效
增强了公司的盈利能力。
（3）新用户拓展有效推进。公司成功开发了DIAMOND POWER 、WELCORN 等新客户，为2017年的外贸
业务拓展奠定了良好基础；HRSG市场在NOOTER等EPC公司取得突破；实现小口径冷拔合金无缝钢管在中石
化系统的稳定供货；特管市场、汽车用管市场开发取得良好进展。
在做好以上两大板块业务的同时，2016年公司品种管（其他管）市场开发取得较大突破，全年实现营
业收入2.82亿元，同比增长63.02%，品种管接单超额完成年度预算指标，并呈现逐年上升趋势，逐渐形成
数个稳定品种市场。同时，公司积极探索电商工作新模式，利用平台商铺进行常宝产品形象展示及推广，
2016年公司电子商务市场成功开发新客户近30家，全年完成接单600余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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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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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名称

营业收入

营业利润

毛利率

营业收入比上年 营业利润比上年 毛利率比上年同
同期增减
同期增减
期增减

油套管

652,166,491.05

79,488,572.94

12.19%

-59.69%

-78.00%

-10.14%

锅炉管

1,158,582,753.11

181,817,420.73

15.69%

14.20%

36.59%

2.57%

其他管

282,392,733.99

25,218,857.84

8.93%

63.02%

52.29%

-0.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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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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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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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合并增加常宝阿曼石油管材有限公司

（4）对 2017 年 1-3 月经营业绩的预计
□ 适用 √ 不适用

江苏常宝钢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董事长： 曹坚
2017 年 3 月 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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