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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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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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伟星新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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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2372

董事会秘书
梅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谭

李晓明

办公地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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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电子信箱

wxxc@china-pipes.com

wxxc@china-pipes.com

2、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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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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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元）

1,886,855,596.18

1,593,721,452.02

18.3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385,994,782.41

312,258,812.32

23.6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
性损益的净利润（元）

360,849,371.17

290,379,393.36

24.27%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196,109,871.68

170,719,401.14

14.87%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30

0.24

25.00%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30

0.23

30.43%

11.34%

11.28%

0.06%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
年度末增减

上年度末

总资产（元）

3,971,046,061.64

4,197,904,873.47

-5.4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3,048,303,888.15

3,198,297,105.70

-4.69%

注：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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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相关规定，
本报告期基本每股收益按总股本 1,283,245,290（1,310,927,490-27,682,200）股计算，上
年同期基本每股收益按总股本 1,271,381,491[（1,008,405,762-30,420,000）*1.3）]股计
算。
（2）上述数据以合并报表数据填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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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
先股股东总数（如有）

18,533 户

0

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伟星集团有限公司
临海慧星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股东性质
境内非国有
法人
境内非国有
法人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持有有限售
条件的股份 股份状
数量
数量
态

36.46%

477,999,637

0 质押

330,053,620

21.52%

282,146,987

0 质押

242,454,329

章卡鹏

境内自然人

5.25%

68,782,028

51,586,521 质押

68,766,100

张三云

境内自然人

3.50%

45,854,687

34,391,015 质押

45,851,390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境外法人

3.12%

40,957,649

0

谢瑾琨

境内自然人

1.35%

17,727,343

13,295,5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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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红阳

境内自然人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
国有法人
司
永安国富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永安国富－永富 10 号私募证 其他
券投资基金
澳门金融管理局－自有资金

境外法人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0.98%

12,885,844

9,664,382

0.93%

12,187,198

0

0.86%

11,302,641

0

0.62%

8,179,331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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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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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上述股东中金红阳先生担任伟星集团董事，与伟星集团
存在关联关系；同时，金红阳先生持有慧星发展 6.38%的股权，
与慧星发展存在关联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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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明（如有）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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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公司债券情况
公司是否存在公开发行并在证券交易所上市，且在半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未到期或到
期未能全额兑付的公司债券：否

三、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1、报告期经营情况简介
公司是否需要遵守特殊行业的披露要求：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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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上半年，全球主要经济体增长放缓、通胀上升，紧缩货币政策周期开启；欧洲
市场复苏乏力，新兴市场风险累积，全球经济遇到的风险和困难逐步增多。特别是美国推行
的贸易保护主义使得地区间的贸易摩擦升级，贸易争端加剧，扰乱了正常的国际贸易秩序。
上半年我国经济形势整体保持稳健，经济增长、通胀和就业较为平稳。但受房地产调控、金
融去杠杆、规范地方政府债务、货币和信用紧缩、环保风暴、住宅产业化等因素的影响，塑
料管道行业竞争加剧，企业发展面临的不利因素增多。
面对复杂的国内外经济形势和行业环境，报告期公司严格遵循战略目标，坚定执行年度
经营发展规划，群策群力，实现了经营业绩的稳健增长。2018 年上半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188,685.56 万元，比上年同期增长 18.39%；利润总额 46,217.46 万元，比上年同期增长
23.70%；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38,599.48 万元，比上年同期增长 23.61%。
报告期公司重点工作开展情况如下：
(1)优化营销模式，推动业绩稳健增长。有效落地“零售、工程双轮驱动”的发展战略，
零售业务从产品到系统，纵深推进，品牌影响力和市场占有率进一步提升；工程业务不断完
善业务模式，市政、燃气、房产三线并行，实现稳健发展。
(2)加快同心圆产业链拓展，协同效应凸显。充分利用现有渠道以及服务资源，以 PPR
管道为核心，加大同心圆产业链产品的推广力度：一是加大 PVC 线管等家装系列管道的配套
销售力度；二是不断优化防水和净水业务模式，系统推进品牌建设与营销服务。报告期，公
司渠道协同效应凸显，同心圆品类拓展见成效。
(3)坚持匠心品质，升级智能制造。一是以质量为本，坚持高端品牌定位，建立卓越质
量管理体系；二是加速推进全流程的“标准化、自动化和信息化”融合，全面升级制造体系；
三是与原材料供应商开展深度合作，加快新材料、新技术应用，进一步提升产品竞争力。四
是通过+互联网，不断强化管理，提升营运效率。
(4)加强研发体系建设，升级驱动创新。坚持“以研发为先锋”，一方面以用户需求为
导向，围绕管路智慧型、安全型及室内家装应用便利型方向，从设计、配套、系统优化等方
面开发了一系列更具竞争力的产品及系统；另一方面瞄准世界科技前沿，加强前瞻性研究和
战略性项目储备，强化战略科技力量。
（5）引育留相结合，打造活力团队。以持续打造“技术领先、创新、服务”的核心组
织能力为指引，强化引人、育人、留人工作，打造活力团队。一是持续加强国际化、高科技、
服务型三类战略性人才的引进；二是完善人才孵化平台和机制，大力培养和储备年轻干部；
三是加强有针对性的实战培训，提升实际工作绩效和综合素养，促进经营业绩增长；四是文
化互联，打造具有伟星特色的“融媒体”与“家文化”，增强团队的凝聚力和向心力。
2、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1）与上一会计期间财务报告相比，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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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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上一会计期间财务报告相比，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其他原因的合并范围变动
公司名称
临海市伟星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股权取得方式
设立

股权取得时点 出资额（元） 出资比例
2018-6-27

0

100%

浙江伟星新型建材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金红阳
2018 年 8 月 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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