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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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崇生

董事

出差在外

姜少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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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6,152,018.00 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0.42 元
（含税），送红股 0 股（含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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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统股份

股票代码

股票上市交易所

0022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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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郭静

办公地址

--

新疆乌鲁木齐市林泉西路 765 号

电话

--

0991-3325685

电子信箱

--

gtgfgj@xjgt.com

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一）主营业务
报告期内，公司主营业务主要由传统业务和新型业务（PPP项目）两部分构成，其中传统业务为预应
力钢筒混凝土管（PCCP）、各种输水管道及其异型管件和配件、地铁盾构环片等水泥制品的制造、运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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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相关的技术开发和咨询服务，主要产品为PCCP。PCCP广泛应用于跨流域引水、输配水重点工程以及城
市输水大中口径主干管网等国家水资源重要领域中。公司于2014年确定的“调整转型、创新发展”的经营发
展战略，正式提出通过PPP模式积极参与水务、地下综合管廊等市政基础设施的投资、建设、运营，在扩
大混凝土制品业务品种及规模的基础上，将水务、建安作为公司发展的新型业务，形成“一体两翼、互相
补充”的业务格局。在PPP模式业务的甄选上，本着“量力而行、尽力而为”的原则，坚持“和传统产业相关、
相近业务为首选”的经营理念，创新业务模式、创新经营模式。
（二）业务模式
1、传统业务：主要以订单式生产，参与公开招投标
交付、技术服务

回收货款

完工验收

就近组织生产

产品

完成订单；

2、新型业务（PPP）：参与公开招投标
投资建设

获取订单

运营、维护

中标

谈判、草签PPP协议

成立项目公司

收费（使用者付费、政府可行性缺口补助等）

运营

期结束、移交。合作期限分为建设期和运营期两个阶段。
（三）公司所处的行业
1、公司传统业务的主要产品为PCCP
PCCP是由钢筒和预应力钢丝、混凝土构成的复合管材，与以往管材相比，PCCP具有适用范围广，口
径大、使用寿命长、承受工作压力大、覆土深度大、耐腐蚀能力强、刚性强、抗渗性强、密封性强、抗震
能力强等优势。广泛应用于长间隔输水干线、压力倒虹吸、城市供水工程、产业有压输水管线、电厂循环
水工程下水管道、压力排污干管等。
我国开发研制生产PCCP起步较晚，但经过自主研发，引进技术与设备消化，目前生产设备及产品已
完全国产化。PCCP行业目前处于稳步发展时期，生产厂家分布在全国各地，据不完全统计大约90多家，
其中已上市的有5家。在中国混凝土与水泥制品协会及行业龙头企业的努力推动下，包括公司在内的6家骨
干企业正式成立了PCCP质量标准联盟，开展标准创新、服务创新，不断提升产品质量和客户的服务标准。
2、公司新型业务PPP项目
随着PCCP行业的发展，已呈现出产品雷同、销售模式雷同、工艺技术雷同、融资模式雷同的趋同化
竞争格局，市场分布时空不均、竞争残酷、无序，行业利润率较低。单一产品已不足以支撑发展，随着国
家对基础设施投资不断加大，大力推进海绵城市、城市综合管廊、地铁建设、水环境综合治理、建筑产业
化等，同时地方政府债务规模庞大，在政府偿债压力和基础设施刚性需求的矛盾下，PPP模式的使用规模
将不断扩大。在未来一段时间内，传统业务获取模式会随着PPP业务市场规模的迅速扩大而呈萎缩态势。
根据自身发展需求，公司在继续巩固提升传统业务的同时，通过延伸产业链，开发新产品，创新经营模式，
谋求新的发展空间，抓住良好的发展机遇，积极参与市政、水利等PPP项目建设。
（四）业务收入确认标准及成本结转
公司严格遵守财政部颁布的《企业会计准则第14号—收入》、《企业会计准则第15号—建造合同》相
关规定，并结合实际经营情况制订了公司的收入确认原则，公司根据不同业务类型按制订的会计政策确认
收入并结转成本，并一贯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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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PCCP产品销售收入确认标准及成本结转
（1）公司将生产的PCCP管材运至业主指定或产品销售合同规定的地点；（2）业主聘请的工程监理
公司现场质量验收；（3）业主招标的工程施工方现场接收；（4）业主内部工程管理部门和合同管理部门
对上述已现场验收并接收的PCCP管材进行确认。
PCCP产品销售成本结转：根据实际销售出库结转成本。
2、PPP项目收入确认标准及成本结转
报告期，公司承接的PPP项目运营模式与BOT业务相似，收入的确认参照BOT业务执行。建设期间，
对所提供的建造服务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第15号—建造合同》确认相关的收入和成本，根据经业主、监理、
施工三方确认的项目已完工工程量占预计总成本完工百分比确认项目施工收入；基础设施建成后，按照《企
业会计准则第14号—收入》确认与后续经营服务相关的收入和费用。
（五）公司的质量控制体系的执行情况及整体评价
公司自成立以来，始终重视所承接工程各环节的质量控制管理工作。公司制定了《质量手册》，并通
过中国质量认证中心ISO9001:2008（GB/T19001—2008）质量管理体系认证，通过质量体系审核和管理评
审等活动，不断查找薄弱环节，及时采取纠正和预防措施，确保了质量管理体系的具体落实、持续改进和
有效运行。报告期内，公司未发生重大项目质量问题，也不存在重大工程质量风险。
（六）公司安全生产制度的运行情况
公司认真学习贯彻中国建材集团在安全生产工作方面的具体要求，强化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完善
安全生产责任体系，严格安全生产例会制度，扎实开展安全生产工作，狠抓安全生产工作不放松，在落实
责任上狠下功夫，杜绝各类安全事故，完善相关应急预案，增强突发事故的处置能力。报告期内，公司未
发生任何重大安全事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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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单位：人民币元
2017 年

2016 年

789,108,710.44

600,734,208.89

31.36%

392,984,833.0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5,903,026.93

13,328,630.99

19.31%

-52,924,086.0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11,025,248.53

12,635,461.39

-12.74%

-56,059,391.09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52,022,975.15

283,714,939.78

-81.66%

-62,169,127.24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369

0.1148

19.25%

-0.4556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369

0.1148

19.25%

-0.4556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72%

1.47%

0.25%

-5.63%

营业收入

资产总额

本年比上年增减

2017 年末

2016 年末

2,527,678,988.66

2,145,083,086.09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减
17.84%

2015 年

2015 年末
1,677,431,412.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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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931,611,948.61

915,708,921.68

1.74%

902,380,290.69

（2）分季度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人民币元
第一季度

第二季度

第三季度

第四季度

营业收入

47,179,766.01

231,114,033.58

150,382,799.63

360,432,111.2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1,766,631.71

7,076,351.59

7,488,627.00

13,104,680.0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12,613,657.63

7,181,750.55

7,712,752.40

8,889,306.17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92,253,119.95

-21,499,360.03

22,900,208.52

142,875,246.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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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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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765 一个月末普通股股
东总数

报告期末表决权
16,6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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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持有有限售条件的
股份数量
股份状态
数量

新疆天山建材（集团）有限责任公
国有法人
司

30.21%

35,086,950

0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国有法人

4.69%

5,446,900

0

付金华

境内自然人

2.11%

2,453,900

0

赵悦美

境内自然人

1.81%

2,098,000

0 质押

550,000

谢志钦

境内自然人

0.97%

1,125,500

0 质押

1,020,000

福州锦兴投资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0.85%

989,800

0

新疆三联工程建设有限责任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0.69%

806,160

0

山东华禾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0.61%

710,000

0

郑健生

境内自然人

0.55%

640,000

0

林穗贤

境内自然人

0.53%

613,441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公司未知以上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知是否属于《上市公司持
股变动信息披露管理办法》中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明（如有）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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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是否存在公开发行并在证券交易所上市，且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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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参照披露
土木工程建筑业

2017年，在董事会的领导下，公司紧紧围绕“调整转型、创新发展”经营发展战略，在保证主业持续稳
定发展的基础上，利用多渠道快速集合新业务所需的各种社会资源，力争转型调整和传统主业柔性衔接，
依托国家企业技术中心等技术优势扩大现有产品的市场占有率，积极介入方涵、电力管廊、城市综合管廊
等混凝土制品市场，进一步调整公司管理模式，形成传统业务和PPP项目业务两大体系和运营管理体系。
同时在调整过程中，本着压减增效、精益管理的原则，坚决处置低效无效资产。
报告期内，公司新签合同订单37.44亿元（其中PPP项目总投资合计34.44亿元），同比增长0.19倍。实
现营业收入78,910.87万元，同比增长31.36%，营业收入的增长主要由业务构成变化，PPP项目收入增加所
致；营业成本62,167.61万元，同比增长35.97%，主要是营业收入增长影响；销售费用2,105.38万元，同比
下降36.94%，主要是运输费用减少所致；管理费用9,248.45万元，同比增长42.43%，主要是本期部分子公
司的停工损失大幅增加所致；财务费用1,248.67万元，同比下降32.18%，主要是利息收入增加所致；归属
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1,590.30万元，同比增长19.31%；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5,202.30万元，同
比下降81.66%，主要是本期预收账款转营业收入影响；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23,419.83万元，同
比增长8.15%，主要是本期投建生产线购置资产以及PPP项目建设资金支出同比上年减少所致；筹资活动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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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的现金流量净额11,076.57万元，同比增加253.63%，主要是本期银行贷款增加所致；报告期公司科技研
发投入3,621.30万元，占营业收入总额的4.59%。
主要财务数据同比变动情况
项

目

2017年度

2016年度

同比增减

变动原因

营业收入

789,108,710.44

600,734,208.89

31.36% 本期PPP业务收入增加

营业成本

621,676,113.80

457,203,573.34

35.97% 营业收入增长影响

销售费用

21,053,758.22

33,387,170.49

-36.94% 本期运输费用同比下降

管理费用

92,484,496.96

64,933,426.24

42.43% 本期停工损失同比增加

财务费用

12,486,730.38

18,411,626.58

研发投入

36,213,000.00

31,460,778.19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52,022,975.15

283,714,939.78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34,198,337.25

-254,967,238.68

110,765,651.64

-72,100,434.21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32.18% 本期利息收入同比增加导致
15.11%
-81.66% 本期预收账款转营业收入影响
8.15%
253.63% 本期银行贷款增加和吸收少数股东投资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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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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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PP 项目施工、服务

423,245,633.58

74,074,627.17

18.28%

154.85%

202.97%

3.56%

PCCP 管材

288,657,282.70

-43,870,330.59

20.11%

-24.13%

342.31%

-6.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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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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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因执行新企业会计准则导致的会计政策变更
2017年4月28日，财政部以财会[2017]13号发布了《企业会计准则第42号——持有待售的非流动资产、
处置组和终止经营》，自2017年5月28日起实施。2017年5月10日，财政部以财会[2017]15号发布了《企业
会计准则第16号——政府补助（2017年修订）》，自2017年6月12日起实施。本公司按照财政部的要求时
间开始执行前述两项会计准则。
《企业会计准则第42号——持有待售的非流动资产、处置组和终止经营》准则规范了持有待售的非流
动资产或处置组的分类、计量和列报，以及终止经营的列报。本公司截止2017年12月31日不存在持有待售
的非流动资产及终止经营的情况。
执行《企业会计准则第16号——政府补助（2017年修订）》之前，本公司将取得的政府补助计入营业
外收入；与资产相关的政府补助确认为递延收益，在资产使用寿命内平均摊销计入当期损益。执行《企业
会计准则第16号——政府补助（2017年修订）》之后，对2017年1月1日之后发生的与日常活动相关的政府
补助，计入其他收益；与日常活动无关的政府补助，计入营业外收支；与资产相关的政府补助确认为递延
收益，在资产使用寿命内平均摊销计入当期损益。
②其他会计政策变更
本期无其他会计政策变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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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告期合并报表范围为17家二级公司、4家三级公司；上年合并报表范围为12家二级公司、5家三级
公司。报告期内收购1家二级公司、新设5家二级公司、1家三级公司，注销1家二级公司、2家三级公司。
（4）对 2018 年 1-3 月经营业绩的预计
√ 适用 □ 不适用
2018 年 1-3 月预计的经营业绩情况：净利润为负值
净利润为负值
2018 年 1-3 月净利润（万元）

-1,700

至

2017 年 1-3 月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万元）
业绩变动的原因说明

-1,150
-1,176.66

由于一季度属于季节性停工期间，大部分分子公司还没有进入正常生
产经营阶段，实现收入较少，影响一季度利润亏损。

新疆国统管道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法定代表人：徐永平
二〇一八年四月十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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