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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重要提示
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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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次季报的董事会会议。
公司负责人陈家兴、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马跃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 尹复华声明：保证季
度报告中财务报告的真实、完整。

二、公司基本情况
（一）主要会计数据及财务指标
以前报告期财务报表是否发生了追溯调整
□ 是 √ 否 □ 不适用
2012.9.30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期末
增减(%)

2011.12.31

总资产（元）

1,949,343,102.10

1,872,853,015.09

4.0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
（元）

1,589,380,620.66

1,537,452,721.45

3.38%

334,992,000.00

223,328,000.00

50%

4.74

6.88

-31.1%

股本（股）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
（元/股）

2012 年 7-9 月
营业总收入（元）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比上年同期增减（%）

2012 年 1-9 月

比上年同期增减（%）

193,731,606.36

-15.66%

492,032,170.35

-21.96%

29,778,395.22

-42.82%

74,200,479.21

-27.71%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

--

3,591,576.51

103.04%

每股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元/股）

--

--

0.011

102.08%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9

-60.87%

0.22

-52.17%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9

-60.87%

0.22

-52.17%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9%

-1.62%

4.75%

-2.21%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加权平均净
资产收益率（%）

1.9%

-1.62%

4.27%

-2.57%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 适用 □ 不适用
项目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

年初至报告期期
末金额（元）

说明

215,103.63 处置旧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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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权审批或无正式批准文件的税收返还、减免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与企业业务密切相关，按照国家统一标准定额或定量享受的
政府补助除外）

8,990,701.87 政府补助

计入当期损益的对非金融企业收取的资金占用费
企业取得子公司、联营企业及合营企业的投资成本小于取得投资时应享有被投资单位可
辨认净资产公允价值产生的收益
非货币性资产交换损益
委托他人投资或管理资产的损益
因不可抗力因素，如遭受自然灾害而计提的各项资产减值准备
债务重组损益
企业重组费用，如安置职工的支出、整合费用等
交易价格显失公允的交易产生的超过公允价值部分的损益
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产生的子公司期初至合并日的当期净损益
与公司正常经营业务无关的或有事项产生的损益
除同公司正常经营业务相关的有效套期保值业务外，持有交易性金融资产、交易性金融
负债产生的公允价值变动损益，以及处置交易性金融资产、交易性金融负债和可供出售
金融资产取得的投资收益

-52,306.60 交易性金融资产

单独进行减值测试的应收款项减值准备转回
对外委托贷款取得的损益
采用公允价值模式进行后续计量的投资性房地产公允价值变动产生的损益
根据税收、会计等法律、法规的要求对当期损益进行一次性调整对当期损益的影响
受托经营取得的托管费收入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330,256.80 罚款及其他收入

其他符合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的损益项目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
所得税影响额

-1,323,486.32

合计

7,499,755.78

--

公司对“其他符合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的损益项目”以及根据自身正常经营业务的性质和特点将非经常性损益项目界定为经常
性损益的项目的说明
项目

涉及金额（元）

说明

（二）报告期末股东总数及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报告期末股东总数（户）

21,056
前十名无限售条件流通股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期末持有无限售条件
股份的数量

股份种类及数量
种类

数量

中水汇金资产管理（北京）有限公司

11,907,300 人民币普通股

11,907,300

中国农业银行－中邮核心成长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11,128,432 人民币普通股

11,128,432

中国农业银行－中邮核心优选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5,174,758 人民币普通股

5,174,758

中国工商银行－宝盈泛沿海区域增长股票证券投资基金

4,241,000 人民币普通股

4,241,000

中国农业银行－中邮核心优势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3,065,156 人民币普通股

3,065,1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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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夏和润贸易发展有限责任公司

3,061,905 人民币普通股

3,061,905

李进义

2,174,365 人民币普通股

2,174,365

中国人民健康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传统－普通保险产品

2,012,371 人民币普通股

2,012,371

汪平

1,917,232 人民币普通股

1,917,232

陈永伟

1,659,750 人民币普通股

1,659,750

股东情况的说明

1、宁夏和润贸易发展有限责任公司是本公司的控股股东；2、李进义、汪平、陈永伟系宁夏和润贸易发
展有限责任公司股东，该三名股东之间无关联关系；3、本公司未知上述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
系，也未知上述股东之间是否属于《上市公司股东持股变动信息披露管理办法》中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三、重要事项
（一）公司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大幅度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1、本期应收利息较期初增加596.46万元，增长203.76%，主要是报告期内定期存款的增加所致。
2、本期其他应收账款较期初增加2608.29万元，增长135.41%，主要是报告期内支付的投标保证金、预付
项目土地款、基建款、运费所致。
3、本期在建工程较期初增加3781.51万元，增长436.63%，主要是公司购买的北京未完工办公楼所致。
4、本期短期借款较期初增加5000万元，增长1000%，主要是公司短期临时性融资所致。
5、本期应付票据较期初减少10万元，降低100%，主要是到期应付票据解付。
6、本期应交税费较期初减少2267.93万元，降低48.81%，主要是未交税金减少所致。
7、本期其他应付款较期初减少4723.13万元，减少65.64%，主要是其他应付款项目减少所致。
8、本期股本较期初增加11166.40万元，增加50%，主要是本期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所致。
9、本期少数股东权益较期初增加348.98万元，增长36.36%,主要是控股子公司包头建龙少数股东增加了出
资额所致。
10、本期财务费用较上年同期减少258.06万元，降低38.93%，主要是本期未使用完募集资金存款产生的利
息所致。
11、本期资产减值损失较上年同期减少390.15万元，降低76.34%，主要是应收账款余额减少所致。
12、本期营业外收入较上年同期增加706.12万元，增加307.33%，主要是当期政府财政补助增加所致。
13、本期营业外支出较上年同期减少138.65万元，减少74.16%，主要是营业外支出项目减少所致。
14、本期少数股东损益较上年同期减少153.67万元，降低490.94%，主要是子公司因报告期利润下降所致。
15、本期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较上年同期增加12179.93万元，增长103.04%，主要是当期经营现
金流入增加3874.70万元，当期购买商品、接受劳务支付的现金减少8305.23万元所致。
16、本期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较上年同期减少4562.64万元，降低107.77%，主要是当期投资建设
支出增加所致。
17、本期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较上年同期增加6570.87万元，增长176.39%，主要是公司短期临时
性融资增加借款所致。
18、本期基本每股收益较上年同期减少0.24元/股，降低52.17%，主要是股本增加所致。
19、本期稀释每股收益较上年同期减少0.24元/股，降低52.17%，主要是股本增加所致。
20、本期每股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较上年同期增长了103.04%，主要是当期经营现金流入增加，
当期购买商品、接受劳务支付的现金减少所致。
（二）重大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1、非标意见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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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公司存在向控股股东或其关联方提供资金、违反规定程序对外提供担保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3、日常经营重大合同的签署和履行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2011年4月9日，公司与廊涿干渠廊坊市工程建设处签订了《南水北调配套工程廊涿干渠工程（廊坊
段）PCCP管道制造第一标段协议书》，合同金额12,305万元，《 宁夏青龙管业股份有限公司重大合同公
告》（公告编号：2011-018）于2011年4月19日刊登于巨潮咨询网（网址：http://www.cninfo.com.cn）。
截止本报告期末，累计合同结算金额8,772.81万元，占合同总金额的71.29%；累计回款7,659.82万元。
4、其他
□ 适用 √ 不适用

（三）公司或持股 5%以上股东在报告期内或持续到报告期内的承诺事项
√ 适用 □ 不适用
承诺事项

承诺人

承诺内容

承诺时间

承诺期限

履行情况

股改承诺
收购报告书或权益变
动报告书中所作承诺
资产置换时所作承诺
1、公司实际控 1、自公司股票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之日
制人陈家兴
起三年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已经持有的
公司股份，也不由公司回购该部分股份；上述禁
售期满后，在公司任职期间，每年转让的股份数
量不超过所持有公司股份总数的 25%，且在职期
间，累计转让的股份数量不超过所持公司股份总
数的 50%；从公司离职后六个月内，不转让所持
有的公司股份；离职六个月后的十二个月内，通
过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出售的公司股份数量不
超过所持公司股份总数的 50%。关于避免与宁夏
青龙管业股份有限公司同业竞争的承诺。不占用
公司资产承诺书。关于未签订股权转让确认函相
关事宜的承诺。关于缴纳五险一金的承诺。
发行时所作承诺

2008 年 09 月
2、自公司股票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之日
2、控股股东— 起三年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已经持有的 15 日
宁 夏 和 润 贸 易 公司股份，也不由公司回购该部分股份；在和润
发 展 有 限 责 任 发展存续期间，累计转让的股份数量不超过所持
公司
公司股份总数的 50%。关于避免与宁夏青龙管业
股份有限公司同业竞争的承诺。不占用公司资产
承诺书。关于缴纳五险一金的承诺。

严格履行

3、自公司股票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起一
3、董事路立新、年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已经持有的公司
杜 学 智 、 方 吉 股份，也不由公司回购该部分股份；在公司任职
良、栾新祥，监 期间，每年转让的股份数量不超过所持有公司股
事俞学文、肖京 份总数的 25%，且在职期间，累计转让的股份数
宁、梁国瑞，高 量不超过所持公司股份总数的 50%；离职后六个
管 马 跃 、 唐 瑞 月内，不转让所持有的公司股份；离职六个月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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祥、王力

的十二个月内通过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出售股
份数量不超过所持有本公司股份总数的 50%。

4 、 2008 年 和 4、如果自本人增持青龙管业股份之日起（以完
2009 年增持公 成工商变更登记手续为基准日）至青龙管业刊登
司 股 份 的 董 事 招股说明书之日未满十二个月，则本人增持青龙
杜 学 智 、 方 吉 管业的股份自增持之日起（以完成工商变更登记
良、栾新祥，监 手续为基准日）三十六个月内不转让；如果自本
事俞学文，高管 人增持青龙管业股份之日起（以完成工商变更登
记手续为基准日）至青龙管业刊登招股说明书之
王力
日达到或超过十二个月，则本人自青龙管业股票
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起一年内，不转让或
者委托他人管理本人已持有的青龙管业股份，也
不由青龙管业回购本人持有的股份。
其他对公司中小股东
所作承诺
承诺是否及时履行

√ 是 □ 否 □ 不适用

未完成履行的具体原
因及下一步计划
是否就导致的同业竞
争和关联交易问题作
出承诺

√ 是 □ 否 □ 不适用

承诺的解决期限
解决方式
承诺的履行情况

（四）对 2012 年度经营业绩的预计
2012 年度预计的经营业绩情况：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正值且不属于扭亏为盈的情形
2012 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变动幅度
2012 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变动区间（万元）

-30%

至

0%

8,383.86

至

11,976.95

2011 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119,769,451.82
相关项目的延期实施，将给公司本年度的业绩带来一定的负面影
响。

业绩变动的原因说明

（五）其他需说明的重大事项
1、证券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序号

证券品种

证券代码

证券简称

占期末证券
最初投资成 期末持有数 期末账面价
报告期损益
总投资比例
本（元）
量（股）
值（元）
（元）
（%）

1

股票

600054

黄山旅游

534,566.00

20,000

261,600.00

33.9% -272,966.00

2

股票

600143

金发科技

293,241.00

32,000

184,320.00

23.89% -108,921.00

3

股票

600900

长江电力

170,729.00

15,000

95,700.00

12.4%

-75,029.00

4

股票

601857

中国石油

66,800.00

4,000

35,120.00

4.55%

-31,680.00

5

股票

562

宏源证券

370,344.00

10,000

194,900.00

25.26% -175,44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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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末持有的其他证券投资

--

报告期已出售证券投资损益
合计

--

--

1,435,680.00

--

--

--

771,640.00 100%

-664,040.00

证券投资审批董事会公告披露日期
证券投资审批股东会公告披露日期
证券投资情况的说明
中国石油系2007年10月30日网上申购，其他股票系2007年11月23日从二级市场购入。

2、衍生品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3、报告期末衍生品投资的持仓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4、报告期内接待调研、沟通、采访等活动登记表
接待时间

接待地点

接待方式

接待对象类型

接待对象

谈论的主要内容及提供的资料

2012 年 09 月 18 日 公司

实地调研

机构

宏源证券

公司经营状况及行业发展趋势

2012 年 09 月 25 日 公司

实地调研

机构

天弘基金

公司经营状况及行业发展趋势

2012 年 09 月 25 日 公司

实地调研

机构

长江证券

公司经营状况及行业发展趋势

5、发行公司债券情况
是否发行公司债券
□

是 √ 否

宁夏青龙管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陈家兴
董事会批准报送日期：2012 年 10 月 2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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