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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372          证券简称：伟星新材          公告编号：2014-028 

 

浙江伟星新型建材股份有限公司 

2014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1、重要提示 

（1）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公司 2014年半年度报告全文，投资者欲了解详细内容，应

当仔细阅读同时刊载于巨潮资讯网或深圳证券交易所网站等中国证监会指定网站上的公司

2014年半年度报告全文。 

（2）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伟星新材 股票代码 0023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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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谭  梅 李晓明 

电话 0576-85225086 0576-85225086 

传真 0576-85305080 0576-85305080 

电子信箱 wxxc@china-pipes.com wxxc@china-pipes.com 

 

2、主要财务数据及股东变化 

（1）主要财务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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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

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元） 1,023,130,289.84 896,537,314.31 14.1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164,201,169.76 135,056,529.23 21.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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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

性损益的净利润（元） 
163,267,098.19 128,199,285.88 27.35%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174,436,843.96 199,943,490.92 -12.76%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38 0.32 18.75%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37 0.32 15.63%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8.11% 7.33% 0.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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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76,082,200.58 2,301,313,258.15 -1.1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1,890,549,421.18 1,945,293,451.42 -2.81% 

注： 

1、报告期，因公司 13名激励对象完成了第二个行权期共 390万份股票期权的行权和公

司实施了“每 10股转增 3股”的 2013年度资本公积转增股本方案，本报告期基本每股收益

按总股本 437,736,000 股计算，上年同期基本每股收益按总股本 428,246,000 股计算。 

2、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根据中国证监会《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编报规则第

9号》（2010年修订）的相关规定计算。  

3、上述数据以合并报表数据填列。 

（2）前 10名普通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17,076户 

前 10名普通股股东持股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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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伟星集团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38.18% 167,360,960 0 质押 133,619,000 

临海慧星投资发展有限

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23.44% 102,752,000 0 质押 94,640,000 

章卡鹏 境内自然人 5.49% 24,082,500 24,082,500 质押 24,082,500 

张三云 境内自然人 3.66% 16,055,000 16,055,000 质押 16,055,000 

谢瑾琨 境内自然人 1.83% 8,027,500 8,027,500 质押 8,027,500 

中国银行－银华优质增 其他 1.03% 4,499,948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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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全国社保基金一零二组

合 
其他 0.91% 4,000,000 0   

高盛国际资产管理公司

－高盛国际中国基金 
境外法人 0.66% 2,907,006 0   

湖南爱尔医疗投资有限

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0.66% 2,877,154 0   

泰康人寿保险股份有限

公司－分红－个人分红

-019L-FH002深 

其他 0.61% 2,657,658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

明 

1、上述股东中章卡鹏先生、张三云先生分别持有伟

星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伟星集团”）15.97%、10.88%

的股权，并分别担任伟星集团董事长兼总裁、副董事长；

同时，两人分别持有临海慧星投资发展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慧星发展”）18.25%、12.63%的股权；两人与伟星

集团和慧星发展均存在关联关系。             

2、章卡鹏先生和张三云先生于 2011年 3月 10日签

署了《一致行动协议》，为一致行动人。 

3、未知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知是

否存在《上市公司股东持股变动信息披露管理办法》、《上

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中规定的一致行动人的情况。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明

（如有） 

    公司股东湖南爱尔医疗投资有限公司通过普通证券

账户持有 517,523 股，通过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

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 2,359,631 股，合计持有

2,877,154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0.66%。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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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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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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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 年上半年，世界经济逐步走出低谷，温和增长；国内经济经历着结构转型期的阵

痛，增速放缓，下行压力加大。受此影响，塑料管道行业也逐步步入整体优化和转型期，增

速趋于平稳，市场竞争加剧，企业面临的经营环境更加复杂、运营发展的难度进一步增加。 

面对错综复杂的经济环境，报告期内公司全面贯彻年度经营思路和策略，重抓执行工作，

不断优化发展模式，实现了经营业务的稳健增长。2014 年上半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102,313.03 万元，比上年同期增长 14.12%；利润总额 19,569.60 万元，比上年同期增长

20.05%；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6,420.12万元，比上年同期增长 21.58%。 

公司回顾总结前期披露的经营计划在报告期内的进展情况 

2014 年，公司制定的营业收入目标为 25.30 亿元，成本及费用力争控制在 20.50 亿元

左右。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102,313.03 万元，完成计划的 40.44%；成本、费用为

83,108.84万元，占计划的 40.54%。 

报告期公司重点工作开展情况如下： 

（1）统一思路抓执行，零售业务稳步发展。报告期，公司全面贯彻年度经营策略，不

断优化营销模式和渠道布局，重抓执行落地， PPR系列产品同比增长22.28%。 

（2）提升内涵和外延，推进品牌战略树形象。公司坚持高端品牌定位，一方面将品质

管理作为根基，通过“星管家”服务品牌提升产品品牌内涵；同时加大宣传力度，加强品牌

建设，品牌美誉度和知名度进一步提升。 

（3）以市场为导向，加快研发升级促转型。公司遵循“以市场为导向、以转化为核心”

的研发思路，落实年度目标和三大重点工作，将更多的研发成果植入工厂、导入市场，进一

步增强产品竞争力。 

（4）加快“两化”融合，促进管理升级提效益。工业园层面，以制造转型为核心，推

进智能制造；销售分公司层面，利用先进管理工具，推进管理升级。双管齐下，管理水平和

效率明显提高。  

（5）加强团队建设，提升团队战斗力。公司以“加快人的转型升级，提升组织能力与

绩效”为主线，强化组织建设：一是强化领导班子建设，二是提高骨干的综合素质；同时不

断创新和完善激励考核机制，不断激发员工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提升团队战斗力。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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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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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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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报告期无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 

（4）董事会、监事会对会计师事务所本报告期“非标准审计报告”的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浙江伟星新型建材股份有限公司 

                                                    2014年 8月 7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