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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300198                           证券简称：纳川股份                           公告编号：2019-096 

福建纳川管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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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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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年报的董事会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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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凌玉章 董事 个人身体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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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纳川股份 股票代码 3001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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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姚俊宾 姚俊宾 

办公地址 泉州市泉港区普安工业区 泉州市泉港区普安工业区 

电话 0595-87770399 0595-87770399 

电子信箱 yaojunbin@nachuan.com yaojunbin@nachuan.com 

2、主要财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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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元） 361,200,037.63 615,718,489.32 -41.3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380,299,084.61 25,213,264.78 1,408.3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376,810,636.58 24,243,125.10 1,454.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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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后的净利润（元）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20,532,806.70 170,245,075.88 -112.06%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3687 0.0244 1,411.07%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3687 0.0244 1,411.07%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28.12% 1.52% 26.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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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74,431,859.84 3,158,901,940.41 0.4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1,542,888,457.46 1,162,444,659.41 32.73%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报告期末股东总数 33,566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

股股东总数（如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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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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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志江 境内自然人 25.96% 267,756,274 200,817,205 质押 259,890,578 

张晓樱 境内自然人 7.39% 76,240,280 0 质押 76,239,997 

刘荣旋 境内自然人 5.84% 60,279,335 0 质押 33,500,000 

林绿茵 境内自然人 3.39% 35,003,660 0   

陈月清 境内自然人 2.95% 30,422,900 0   

姚于权 境内自然人 2.01% 20,747,200 0   

北京天象道通资

产管理有限公司

－天象13号私募

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1.64% 16,935,202 0   

余容英 境内自然人 1.10% 11,296,600 0   

黄雪贞 境内自然人 0.70% 7,225,920 0   

周强光 境内自然人 0.67% 6,947,420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

说明 
无 

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参与融资融券

业务股东情况说明（如有） 

公司股东姚于权除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 209,900 股外，还通过山西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 20,537,300 股，实际合计持有 20,747,200 股。公司股东

北京天象道通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天象 13 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通过江海证券有限公司

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 16,935,202 股，实际合计持有 16,935,202 股。公司股东

余容英除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 2,100 股外，还通过华创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客户信用交

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 11,294,500 股，实际合计持有 11,296,600 股。公司股东黄雪贞除通

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 2,220,300 股外，还通过长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

证券账户持有 5,005,620 股，实际合计持有 7,225,920 股。公司股东周强光除通过普通证

券账户持有 2,656,700 股外，还通过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

持有 4,290,720 股，实际合计持有 6,947,420 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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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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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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受国际金融市场震荡不断，贸易摩擦升级的影响，我国经济环境亦变得愈加复杂多变，国内经济下行压力明显，房地产

调控、原材料波动、金融去杠杆、货币和信用紧缩、环保风暴、住宅产业化等综合因素加剧了国内塑料管道行业竞争，公司

发展面临更多的困难和挑战。 

在政府政策的大力支持、“一带一路”国家战略继续实施下，基础设施建设投资需求日渐扩大，PPP模式也因此快速发展。

2018年以来公司在控制投资风险的情况下也在加快PPP项目的推进。2018年2月，公司中标总投资额为20,124.17万元的富源

县工业园区供排水一体化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PPP）项目，2018年7月，公司中标总投资额为30,101.71万元的洛江区污水

管网配套建设工程PPP项目。2018年8月，公司中标总投资额为67,908.48万元的连州市PPP模式整县推进村镇污水处理设施建

设项目，2019年2月，公司中标总投资额为86,999.11万元的文成县城镇管网改造工程PPP项目。公司2018年至今累计中标金

额将达到205,133.47万元。 

在新能源汽车领域，根据中国汽车工业协会统计，2019年上半年，我国新能源汽车销量61.7万辆，同比增长了49.6%，

再一次实现了快速发展，但同时在报告期内，新能源补贴政策落实较慢，也影响整体市场的订单需求放缓和滞后，对公司造

成了一定影响，公司通过自研自产核心零部件、研发创新性DAT技术产品等战略，提高客户粘度、提升毛利率，降低政策

波动带来的影响，为该业务的长远发展打下良好基础。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361,200,037.63元，较上年同期下降41.34%；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380,299,084.61

元，较上年同期增长1,408.33%。 

各业务领域概况： 

（1）2017年公司在高端管材方面取得了突破，上海纳川和上海中广核工程科技有限公司联合完成的“核级高密度聚乙烯

（HDPE）管道”通过了中国核能行业协会的科技成果鉴定，该产品鉴定成果实现了“双首创”，2017年11月，中广核大亚湾公

司在循环水过滤系统成功应用了核级HDPE管材。上海纳川为该改造项目提供了试验用核级HDPE管材、熔接工艺评定、无

损检测及缺陷判定等多项产品与技术支持，是我国首家拥有该领域完全中国自主知识产权的支持企业，2018年初，中广核集

团高密度聚乙烯管材（HDPE）相关技术成果深化研究和应用项目，获得美国电力研究院核电板块办法的2017年技术成果转

化奖。2018年上半年，上海纳川入围新奥燃气采购供应商，开拓了公司燃气HDPE产品的市场空间。公司为市场供应超过1500

吨710mm、800mm和1200mm高端市场HDPE管道，获得市场的肯定。公司核级HDPE管材产品开发完成，实现产品投产，该

项目已提出专利申报22项，其中发明专利9项。公司在2018年上半年进行了核级产品市场调查，开展了ASME核3级证书取证

工作，ASME核3级证书可以为公司国际高端HDPE产品的市场推广提供强有力的保障，同时还会对公司国内核安全局核级设

备制造许可证的取证工作产生积极影响。2019年2月，上海纳川获得中国合格评定国家认可委员会（CNAS）实验室认可；

2019年4月，上海纳川为CFI改造项目管路系统提供无损检测服务；2019年5月，上海纳川基于部分技术成果进行了高新成果

转换项目申报，已获上海市科委批准；2019年6月，上海纳川接受美国机械工程师协会（ASME）专家组的现场审核，并获

得高度认可。 

公司与中交集团合作的菲律宾马尼拉电厂D厂和K厂尾水排海工程创造两个世界第一：直径超大口径（内径3.3米外径4

米）塑料管道的首次使用，由此公司也成为世界第一个也是唯一具备有生产和服务超大口径塑料管道的企业；同时本项目也

是世界上直径超过3000MM塑料管道在水上的第一次安装使用，中交集团也成为世界上第一个掌握超大口径施工工艺的企

业。2019年1月15日，公司直径为3300MM的塑料管材在菲律宾卸煤码头安装首战告捷，此次安装的纳川HDPE管道长30米、

重达140吨，取水管为内径3000MM的HDPE管，排水管为内径3300MM的HDPE管，是目前世界上水上安装的最大直径的HDPE

管道。菲律宾卸煤码头项目共需安装HDPE管道1150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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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公司在推动在手PPP项目的落地和建设的同时，进一步发展PPP业务，2018年2月，公司中标总投资额为20,124.17

万元的富源县工业园区供排水一体化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PPP）项目；2018年7月，公司中标总投资额为30,101.71万元的

洛江区污水管网配套建设工程PPP项目；2018年8月，公司中标总投资额为67,908.48万元的连州市PPP模式整县推进村镇污水

处理设施建设项目，2019年2月，公司中标总投资额为86,999.11万元的文成县城镇管网改造工程PPP项目。PPP项目是公司的

重要业务方向之一，随着项目的增多，为公司业务的持续增长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同时也提高了公司项目建设和运营的能力，

有助于公司长期稳定的发展。 

（3）公司旗下的福建万润为国内一流的整车厂提供新能源汽车动力总成产品，报告期内，福建万润完善了电机生产线、

DAT系列自动变速器生产线、主驱控制器生产线，大力加强自主生产，大幅度降低了产品成本、提供了产品稳定性，同时

其自主研发的DAT系列自动变速器的产品在市场上获得良好反响，该产品提高了新能源汽车的动力系统效率，实现了高效

制动能量回收，大大降低了车辆电耗，提高电池的使用寿命，使得车辆的使用成本更低，改善整车的动力性和经济性，因为

其突破性的产品特性获得了客户的广泛好评。 

    未来，公司将进一步夯实公司各板块业务基础，提升产品质量，研发新型技术和产品，加大市场宣传，提高整体核心竞

争力，从充分理解市场政策导向的情况下，开发满足客户需求的产品和业务模式。同时，公司注重内控制度建设，加强管理

人员的储备和提高，加强管理团队的核心凝聚力，打造一支优秀的人才队伍，由内而外的提高公司整体管控能力，实现公司

长期稳定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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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财政部新修订的金融工具相关准则、新修订的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准则修订内容主要包括： 

1、以企业持有金融资产的“业务模式”和“金融资产合同现金流量特征”作为金融资产分类的判断依据，将金融资产分类为以

摊余成本计量的金融资产、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其他综合收益的金融资产以及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

益的金融资产三类； 

2、将金融资产减值会计处理由“已发生损失法”修改为“预期损失法”，要求考虑金融资产未来预期信用损失情况，从而更加

及时、足额地计提金融资 产 

减值准备； 

3、调整非交易性权益工具投资的会计处理，允许企业将非交易性权益工具投资指定为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其他综

合收益进行处理，但该指定不 

可撤销，且在处置时不得将原计入其他综合收益的累计公允价值变动额结转计入当期损益； 

4、进一步明确金融资产转移的判断原则及其会计处理； 

5、套期会计准则更加强调套期会计与企业风险管理活动的有机结合，更好地反映企业的风险管理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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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 

 

 

 

 

 

福建纳川管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陈志江 

 

                                                                                      2019年 8月 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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