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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372           证券简称：伟星新材           公告编号：2012-005 

 

浙江伟星新型建材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年度报告摘要 

 

§1 重要提示 

1.1 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本报告所载资料不存在

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负个别及

连带责任。 

本 年度 报告摘 要摘自年 度报 告全文 ，报告全 文同 时刊载 于巨潮 资 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投资者欲了解详细内容，应当仔细阅读年度报告全文。 

1.2 没有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声明对本报告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无法

保证或存在异议。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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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卢韬 董事 因工作原因出国 冯济府 

1.4 公司年度财务报告已经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并被出具了标准无

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 

1.5 公司负责人金红阳先生、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陈安门先生及会计机构负责人王卫芳

女士声明：保证年度报告中财务报告的真实、准确、完整。 

§2 公司基本情况 

2.1 基本情况简介 

股票简称 伟星新材 

股票代码 002372 

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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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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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系地址 浙江省临海经济开发区 浙江省临海经济开发区 

电话 0576-85225086 0576-85225086 

传真 0576-85305080 0576-853050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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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摘要 

3.1 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元 

 2011年 2010年 
本年比上

年增减

（％） 

2009年 

营业总收入 1,696,755,172.39 1,249,176,088.27 35.83 930,713,753.34 

营业利润 265,267,450.70 205,179,263.55 29.29 159,176,711.37 

利润总额 275,477,627.18 211,241,968.83 30.41 164,421,703.7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 
219,252,473.64 170,117,635.91 28.88 132,625,672.8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 

212,139,310.62 166,196,515.42 27.64 129,126,586.96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169,808,372.42 96,385,397.44 76.18 212,487,825.91 

 2011年末 2010年末 
本年末比

上年末增

减（％） 

2009年末 

资产总额 2,132,363,446.38 1,885,659,340.29 13.08 653,415,699.97 

负债总额 414,542,714.39 312,909,081.94 32.48 349,469,626.5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所有者权益 
1,717,820,731.99 1,572,750,258.35 9.22 303,946,073.42 

总股本（股） 253,400,000 253,400,000 0 190,000,000 

3.2 主要财务指标 

 2011年 2010年 本年比上年

增减（％） 
2009年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87 0.72 20.83 0.70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86 0.72 19.44 0.70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基本每股收益

（元/股） 
0.84 0.70 20.00 0.68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3.39 14.02 减少 0.63

个百分点 
41.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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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加权平均净资产

收益率（％） 
12.95 13.70 减少 0.75

个百分点 
40.36 

每股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股） 
0.67 0.38 76.32 1.12 

 2011年末 2010年末 
本年末比上

年末增减

（％） 

2009年末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元/

股） 
6.78 6.21 9.18 1.60 

资产负债率（％） 19.44 16.59 增加 2.85个

百分点 
53.48 

注： 公司基本每股收益和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按中国证监会《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编报规

则第 9 号——净资产收益率和每股收益的计算及披露（2010 年修订）》规定计算。公司 2011 年基本每股

收 益 按 总 股 本 253,400,000 股 计 算 ， 2010 年 基 本 每 股 收 益 按 总 股 本

237,550,000(190,000,000+63,400,000*9/12)股计算，2009年基本每股收益按总股本 190,000,000股计算。 

3.3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 2011年金额 2010年金额 2009年金额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 -1,137,057.21 -102,624.75 -146,239.37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但与公司

正常经营业务密切相关，符合国家政

策规定、按照一定标准定额或定量持

续享受的政府补助除外 

10,145,268.17 5,497,272.07 5,026,401.75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

支出 
-234,352.78 -330,020.01 -422,443.81 

所得税影响额 -1,660,695.16 -1,143,506.82 -958,632.72 

合计 7,113,163.02 3,921,120.49 3,499,085.85 

§4 股东持股情况和控制框图 

4.1 前 10名股东、前 10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2011年末股东总数  19,009户 
本年度报告公布日前一

个月末股东总数 
19,295户 

前 10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

例（%） 
持股总数 

持有有限售条

件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

的股份数量 

伟星集团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

有法人 
38.99 98,800,000 98,800,000 73,700,000 

临海慧星投资发展有限

公司 

境内非国

有法人 
23.99 60,800,000 60,800,000 60,8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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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卡鹏 
境内自然

人 
5.62 14,250,000 14,250,000 14,250,000 

张三云 
境内自然

人 
3.75 9,500,000 9,500,000 9,500,000 

中国工商银行－上投摩

根内需动力股票型证券

投资基金 

境内非国

有法人 
2.48 6,281,106 0 0 

谢瑾琨 
境内自然

人 
1.87 4,750,000 4,750,000 4,750,000 

徐有智 
境内自然

人 
0.75 1,900,000 1,900,000 0 

中国建设银行－博时主

题行业股票证券投资基

金 

境内非国

有法人 
0.73 1,841,007 0 0 

韩建珍 
境内自然

人 
0.59 1,487,978 0 0 

全国社保基金一零三组

合 

境内非国

有法人 
0.56 1,410,873 0 0 

前 10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股份数量 股份种类 

中国工商银行－上投摩根内需动力股票

型证券投资基金 
6,281,106 人民币普通股 

中国建设银行－博时主题行业股票证券

投资基金 
1,841,007 人民币普通股 

韩建珍 1,487,978 人民币普通股 

全国社保基金一零三组合 1,410,873 人民币普通股 

交通银行－博时新兴成长股票型证券投

资基金 
1,037,593 人民币普通股 

兴和证券投资基金 949,905 人民币普通股 

招商银行－银河创新成长股票型证券投

资基金 
4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中国农业银行－银河稳健证券投资基金 3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中国建设银行－博时特许价值股票型证

券投资基金 
299,901 人民币普通股 

喻飞 223,316 人民币普通股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 

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公司前十名股东中章卡鹏先生、张三云先生、谢瑾琨先生分别持有

伟星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伟星集团”）11.80%、8.85%、2.37%的

股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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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0%的股权，三人与伟星集团和慧星发展均存在关

联关系。 

公司前十名股东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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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协议约定，双方在直接或间接履行股东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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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义务方面始终保持一致行动。 

未知前十名无限售条件的股东之间以及与前十名股东之间是否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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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 公司与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的方框图 

 

§5 董事会报告 

5.1 管理层讨论与分析概要 

（一）经济环境分析 

2011年国内外经济形势错综复杂。从国际看，欧债危机的蔓延导致全球金融市场动荡

加剧；中东政治危机引发国际原油价格上涨，普遍宽松的货币政策导致国际市场大宗商

品价格高位波动，国际经济呈现出新兴经济体通货膨胀压力增大、发达经济体失业率居

高不下的复杂局面。国内经济虽然总体稳定向好，但为抗通胀、调结构、解决周期性矛

盾，稳健的货币政策以及不断紧缩的房地产调控政策一定程度上限制了经济的快速发展，

影响了塑料管道产品的市场需求；同时原材料价格、人工成本等各项要素成本明显上升，

对企业发展带来了严峻的挑战。 

（二）公司总体经营情况 

面对复杂的经济形势，报告期内公司坚持以“可持续发展”为战略指南，审慎决策，

逆势规划布局，全力做好企业的结构优化与调整工作，不断熔炼团队，较好地完成了年

初制定的经营计划，取得了一定的业绩。2011年度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169,675.52万元，

比上年同期增长 35.83%；利润总额 27,547.76万元，比上年同期增长 30.41%；归属于上

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21,925.25万元，比上年同期增长 28.88%。2011年度公司主要经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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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情况如下： 

1、完善规划布局。一是进一步完善了生产基地的布局，二是加速全国性营销网络的

构建和完善，为募投项目达产达效奠定了基础。 

2、做好结构优化与调整。通过对市场结构、产品结构和客户结构的调整与优化，经

营模式的变革与创新，进一步提升了公司的市场竞争能力。 

3、系统推进研发创新。2011年公司不断加大研发投入，优化研发队伍的人才结构，

拓宽研发领域，创新研发模式，取得了良好的成效。 

4、强化品牌建设工作。一是借助媒介展会，扩大品牌知名度；二是借助同层排水，

推动工程品牌化；三是借助品牌塑造，进一步提升优质高端的品牌形象。2011 年先后荣

获“2011年全国质量信得过单位”、“中国地暖管十大品牌”及“2011年全国房地产总工

优先品牌产品”等多项荣誉。 

5、提升生产管理水平。通过优化生产流程、加快设备的自动化改进步伐、进一步完

善信息化建设等工作，不断提高生产管理水平，努力降低生产成本，提高劳动生产效率。  

6、抓好干部梯队建设。大力引进各类专业技术人才，并有计划、有步骤地建立青年

干部选拔和培育机制，培育出了一大批优秀青年干部，人才结构不断优化。同时，以伟

星文化引导和帮助员工，增强了员工的归属感和企业的凝聚力。 

5.2 主营业务分行业、产品情况表 

单位：万元 

主营业务分行业情况 

分行业 营业收入 营业成本 
毛利率

（%） 

营业收入比

上年增减

（%） 

营业成本比

上年增减

（%） 

毛利率

比上年

增减 

制造业 168,707.00 110,659.21 34.41 36.04 44.74 -3.94 

主营业务分产品情况 

分产品 营业收入 营业成本 
毛利率

（%） 

营业收入比

上年增减

（%） 

营业成本比

上年增减

（%） 

毛利率

比上年

增减 

PPR管材管件 63,618.62 34,591.55 45.63 18.10 25.37 -3.15 

PE管材管件 67,303.79 49,394.19 26.61 49.39 61.04 -5.31 

PB管材管件 9,492.72 5,408.27 43.03 83.11 58.11 9.01 

HDPE双壁波

纹管 
8,449.80 5,638.56 33.27 16.31 15.09 0.71 

其  他 19,842.07 15,626.64 21.24 56.94 58.32 -0.69 

各类产品收入增长的原因为：报告期内，公司在“零售与工程并举”的思路指导下，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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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布局，持续深耕，零售与工程业务齐头并进，公司各产品的销售规模得到较大幅度增长。 

各类产品成本增加的原因为：一是各类产品销售规模增长所致；二是受各类产品的原材料

采购价格与人工成本上升影响。 

5.3 报告期内利润构成、主营业务及其结构、主营业务盈利能力较前一报告期发生重大变

化的原因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6 财务报告 

6.1 与最近一期年度报告相比，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具体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6.2 重大会计差错的内容、更正金额、原因及其影响 

□ 适用 √ 不适用 

6.3 与最近一期年度报告相比，合并范围发生变化的具体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1. 报告期新纳入合并财务报表范围的子公司 

因直接设立或投资等方式而增加子公司的情况说明 

报告期内，公司出资设立重庆伟星新型建材有限公司，于 2011年 9月 1 日办妥工商

设立登记手续，并取得注册号为 5003810000377521-1-1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该公

司注册资本 2,000万元人民币，公司出资 2,000 万元，占其注册资本的 100% ，拥有其实

质控制权。故自该公司成立之日起，将其纳入合并财务报表范围。 

2. 报告期不再纳入合并财务报表范围的子公司 

全资子公司杭州通泰建筑材料有限公司于 2011 年 11月 18日经杭州市工商行政管理

局核准注销，报告期末已经完成全部的注销手续，不再纳入合并范围。 

全资子公司临海市云星建筑材料有限公司于 2011年 10月 20日经临海市工商行政管

理局核准注销，报告期末已经完成全部的注销手续，不再纳入合并范围。 

全资子公司临海市联星建筑材料有限公司于 2011年 10月 20日经临海市工商行政管

理局核准注销，报告期末已经完成全部的注销手续，不再纳入合并范围。 

全资子公司深圳市鼎力建筑材料有限公司于 2011年 11月 8日经深圳市市场监督管理

局核准注销，报告期末已经完成全部的注销手续，不再纳入合并范围。 

全资子公司无锡市凯威建筑材料有限公司于 2011年 9月 22日经无锡市锡山工商行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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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局核准注销，报告期末已经完成全部的注销手续，不再纳入合并范围。 

全资子公司合肥市荣锦建筑材料有限公司于 2011年 10月 21日经股东决定成立清算

组，已进入清算程序，本期不纳入合并范围。 

6.4 董事会、监事会对会计师事务所“非标准审计报告”的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6.5 对 2012年 1-3月经营业绩的预计 

□ 适用 √ 不适用 

 

 

浙江伟星新型建材股份有限公司 

2012年 3月 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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