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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

年度

报 告 摘 要

1、重要提示

本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年度报告全文，投资者欲了解详细内容，应当仔细阅读同时刊载于深圳证券交易

所网站等中国证监会指定网站上的年度报告全文。

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新兴铸管 股票代码

0007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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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曾耀赣 赵月祥

电话

0310-5792011

、

5792007 0310-5792011

、

5793247

传真

0310-5796999 0310-5796999

电子信箱

xxzg0778@163.com xxzg0778@163.com

2、主要财务数据和股东变化

（1）主要财务数据

公司是否因会计政策变更及会计差错更正等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2012

年

2011

年

本年比上年增减

(%)

2010

年

营业收入（元）

58,816,324,853.52 52,527,663,185.51 11.97% 37,620,744,901.2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元）

1,265,866,614.60 1,464,948,735.16 -13.59% 1,350,680,719.8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元）

872,639,873.55 1,297,073,484.10 -32.72% 1,206,088,686.72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元）

2,375,964,152.73 891,071,573.57 166.64% 229,383,013.31

基本每股收益（元

/

股）

0.6604 0.7642 -13.58% 0.7046

稀释每股收益（元

/

股）

0.6604 0.7642 -13.58% 0.7046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

10.72% 13.15% -2.43% 13.01%

2012

年末

2011

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

增减

(%)

2010

年末

总资产（元）

40,204,215,451.76 32,716,578,825.60 22.89% 26,707,044,332.8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元）

11,974,766,115.28 11,658,723,060.81 2.71% 10,499,906,674.39

（2）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报告期股东总数

138,163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第

5

个交易日末股东总

数

138,6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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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兴际华集团有限公

司

国有法人

50.01% 958,627,540 563,662,706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

－

长信金利趋势股票型

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0.87% 16,604,525

中国银行

－

易方达深

证

100

交易型开放式

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0.84% 16,113,117

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

限公司

－

分红

－

个人

分红

-005L-FH002

深

其他

0.71% 13,649,848

中国农业银行

－

富国

天瑞强势地区精选混

合型开放式证券投资

基金

其他

0.71% 13,646,470

中国工商银行

－

富国

沪深

３００

增强证券投

资基金

其他

0.62% 11,921,695

中国工商银行

－

融通

深证

100

指数证券投

资基金

其他

0.59% 11,313,172

中国民生银行

－

银华

深证

100

指数分级证

券投资基金

其他

0.56% 10,820,297

中国银行

－

嘉实沪深

300

交易型开放式指

数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0.4% 7,595,775

中国工商银行

－

国投

瑞银瑞福深证

100

指

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0.33% 6,266,883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

说明

国有法人股股东新兴际华集团与其他股东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未知其余

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及是否属《上市公司股东持股变动信息披露管

理办法》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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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报告期内，由于受到全球经济放缓和欧债危机的影响，中国经济出现了增速回落的情况，加之国家为抑

制行业产能过剩采取的宏观调控政策，以及国内基建规模、房地产建设等固定资产投资增速放缓，导致国内

钢材市场需求增速迅速下滑。钢铁产能过剩和需求下滑使得行业盈利能力进一步下降，钢铁行业发展面临

前所未有的挑战。

面对以上种种不利影响，公司以“双五两制”为抓手，以创先争优为动力，全面深化结构调整，着力转变

发展方式，大力开拓两个市场，持续对标先进水平，不断强化精益管理，保持了经营业绩行业领先。

报告期内，公司建立了生产经营和企业党建的“双五体系” ，实现了指标体系、责任体系、跟踪体系、评

价体系和考核激励等五个体系的闭环管理，继续推进模拟法人建立“利润共同体” ，不断深化快速联动机制

降低结构性成本，有力助推了公司的发展。进一步调整完善了以武安、邯郸、芜湖、新疆工业区加黄石新兴专

业公司的管理模式，在绩效、采购、营销、资金、战略、项目、人才、科技、信息化等方面进一步加大了协同管控

力度，进一步加大了业务指导和督导检查的力度，有力促进了各工业区的均衡发展，为公司基本实现2012年

的各项预算目标提供了保证。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5,881,632.49万元，同比增长11.97%；营业利润138,471.20万元，同比减少

30.66%， 利润总额179,404.68万元， 同比减少18.54%； 归属于公司股东的净利润126,586.66万元， 同比减少

13.59%。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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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未发生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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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期内公司未发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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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与上期相比本期新增合并单位7家，其中一级子公司2家，二级子公司5家,分别为：

2012年本公司投资新设铸管香港和铸管资源。公司子公司新疆金特投资新设新疆矿业（原名：新疆新兴

金特矿业开发有限公司）；公司子公司新疆资源投资新设新峰贸易；公司子公司铸管新疆投资新设新疆国

际贸易和巴州兆融矿业；公司子公司铸管香港投资新设新兴铸管国际投资有限公司。

2、本期合并范围内二级子公司减少2家，分别为：

本期减少合并2级子企业2家，报告期内子公司新兴铸管沙湾县矿业发展有限公司和新兴铸管阿勒泰资

源发展有限公司办理完成税务及工商注销。

本期减少子公司对本公司生产经营不造成重大影响。

3、本期合并范围内二级子公司转为一级子公司1家，为：

黄石新兴原由本公司全资子公司国际发展持股60%，为本公司二级子公司。2012年本公司收购国际发展

所持黄石新兴的60%股权，股权交易完成后，2012年末黄石新兴成为本公司一级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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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新兴铸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本公司” )�于2013年3月7日以书面和电子邮件方式发出

第六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通知。会议于2013年3月17日，在北京财富中心A座27楼会议室召开。会议由董事长

刘明忠主持，公司9名董事全部亲自出席会议。公司全部监事会成员及部分其他高管人员列席了会议。会议

按照会议通知所列议程进行，会议召集、出席会议董事人数、程序等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规定。会

议就公司有关重大事项进行认真审议，作出如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了《2012年度总经理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弃权、0票反对。

二、审议通过了《2012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弃权、0票反对。

该议案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三、审议通过了《2012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弃权、0票反对。

该议案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四、审议通过了《2012年度报告及摘要》。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弃权、0票反对。

该议案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五、审议通过了《2012年度利润分配议案》。

公司2012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确定如下：

经立信会计师事务所审计，公司2012年年初未分配利润为人民币4,286,292,429.03元，2012年实现净利润

人民币1,265,866,614.60元，扣除提取法定盈余公积61,195,570.83元后，可供股东分配的利润为人民币5,490,

963,472.80元（其中报告期实现可供股东分配的利润为人民币1,204,671,043.77元），报告期分配普通股现金

股利958,435,787.00元，期末未分配利润4,532,527,685.80元。

公司拟以2012年12月31日总股本1,916,871,574股为基数， 向全体股东按每10股派送现金红利1元 （含

税），共分配股利191,687,157.40元，余额4,340,840,528.40元滚存2013年分配；资本公积金不转增股本。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弃权、0票反对。

以上利润分配预案须报经本公司股东大会审议决定。

六、审议通过了《2012年公司高管人员薪酬兑现方案》。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弃权、0票反对。

七、按交易类别逐项审议通过了《2013年度日常经营关联交易的议案》。

该议案涉及采购货物（辅助材料和备品备件加工）、销售货物、提供水电风气等动力、接受劳务（带料

加工服务和生活后勤服务）、土地租赁等5类日常经营关联交易。公司在以前年度就该等关联交易与各关联

人之间分别签订了框架性书面协议和长期协议，2013年度继续执行该等协议或按新签框架协议执行。

本议案提交董事会审议之前得到了公司独立董事的认可，同意提交董事会审议，并就该关联交易发表

了独立意见。

在按交易类别逐项审议该等日常经营关联交易议案时，关联董事刘明忠、孟福利没有参加表决，其余7

名董事进行表决。

表决结果：7票同意、0票弃权、0票反对。

该议案中所涉及的采购货物、销售货物、提供水电燃气等动力、接受劳务、租赁土地五类关联交易的预

计数额均未达到《公司章程》之“交易金额3000万元且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绝对值5%以上的关联

交易”限额，不须股东大会批准。

八、审议通过了《公司内部控制评价报告》。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弃权、0票反对。

九、审议通过了《2012年度社会责任报告》。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弃权、0票反对。

十、审议通过了《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的报告》，同意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公司董事会认为，前次增发股票募集资金于2009年8月13日到达公司帐户后，公司严格按照《中国人民

共和国公司法》、《公司章程》和《公司募集资金专项存储及使用管理制度》的有关规定，对募集资金的存

放、使用、披露和管理做到了专户存放、规范使用、如实披露和严格管理。募集资金的使用情况与募集资金计

划保持一致，公司本次增发股票募集资金的管理和使用效果良好。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弃权、0票反对。

《公司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的报告》见附件1，立信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鉴

证报告》见公司当日发布的相关公告。

十一、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公开增发A股股票方案有效期延期一年的议案》，同意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公司于2012年6月6日召开的2012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公司本次公开增发A股股票方案

的议案》（以下称“公开增发A股股票方案” ）。

鉴于2012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公司公开增发A股股票方案的有效期将于2013年6月6日到

期，为保证增发工作的顺利实施，拟延长本次公开增发A股股票方案的决议有效期限一年，期限延长至2014

年6月16日止。公司2012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通过的公开增发A股股票方案中的公开增发A股股票募集资

金拟投资项目已经2013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调整，原公开增发A股股票方案中的其他内容未变更。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弃权、0票反对。

十二、审议通过了《关于提请股东大会延长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公开增发A股股票事宜期限的议案》,

同意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公司于2012年6月6日召开的2012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

办理本次公开增发A股股票相关事宜的议案》（简称“相关事宜授权” ）。鉴于2012年第一支临时股东大会

审议通过的增发A股股票的授权有效期将于2013年6月5日到期，为保证增发工作顺利实施，公司拟提请股东

大会延长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本次公开增发A股股票事宜的期限一年， 期限为股东大会做出决议之日起一

年内有效，相关事宜授权的其他内容不做变更。

附：相关事宜授权内容包括但不限于：

（1）依据国家法律法规、证券监管部门的有关规定和证券市场的实际情况，在股东大会决议范围内制

定和实施本次增发A股的具体方案。

（2）根据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增发方案及具体情况全权决定本次增发的发行时机、发行数量和规模、

发行方式、发行起止日期、发行价格、网上，网下发行数量比例、原股东的优先认购比例、具体申购办法等与

发行方案有关的一切事项。

（3）决定并聘请保荐机构等中介机构，全权办理本次增发申报事宜。

（4）签署本次增发以及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过程中的有关合同、协议和文件。

（5）根据最终募集资金数量和项目进展情况，对募集资金的投资顺序、投入方式和金额做具体调整。本

次增发募集资金到位之前，根据实际情况决定相关投资项目是否以其他资金先行投入，待募集资金到位后，

再以募集资金予以置换。

（6）本次增发完成后，根据本次发行的结果，修改《公司章程》相应条款，办理相关工商变更登记。

（7）本次增发完成后，办理本次增发新增股份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事项。

（8）如有关增发的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或市场条件发生变化，或监管部门提出要求（包括监管部门

反馈意见），除涉及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规定必须由股东大会重新表决事项外，授权董事会根据新

规定、监管部门要求（包括监管部门反馈意见）、市场情况和公司实际经营情况，对包括本次增发方案及募

集资金投向等等相关事项作相应调整，并继续办理本次增发相关事项。

（9）办理与本次增发有关的其他事项。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弃权、0票反对。

十三、审议通过了审计与风险委员会提交的《关于2013年度续聘立信会计师事务所为公司审计机构的

议案》。

依据公司章程有关规定，审计与风险管理委员会提议续聘立信会计师事务所为公司审计机构，聘期一

年，并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签订聘用协议并确定审计费用。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弃权、0票反对。

十四、审议通过审计与风险委员会提交的《关于2013年度续聘立信会计师事务所为公司内部控制审计

机构的议案》。

决定续聘立信会计师事务所为公司内控审计机构，聘期一年，授权经理层签订聘用协议和确定内控审

计费用。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弃权、0票反对。

十五、讨论决定了召开公司2012年度股东大会的有关事宜，安排如下：

（一）、会议召开时间、地点

1、时间：2013年4月19日（星期五）上午9:00开始。

2、地点：河北省武安市2672厂区小招二楼会议厅。

（二）、会议审议事项

1、审议《2012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2、审议《2012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3、审议《2012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4、审议《2012年度报告》；

5、审议《2012年度利润分配议案》；

6、审议《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的报告》；

7、审议《关于公司公开增发A股股票方案有效期延期一年的议案》；

8、审议《关于延长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公开增发A股股票事宜期限的议案》；

9、审议《关于2013年度续聘立信会计师事务所为公司审计机构的议案》；

（三）股权登记日：2013年4月12日（星期五）

特此公告。

新兴铸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三年三月十九日

附件1：

新兴铸管股份有限公司

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的报告

（截至2012年12月31日）

根据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的规定》（证监发行字[2007]500号）

的规定，本公司将截至2012年12月31日止的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如下：

一、前次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新兴铸管股份有限公司增发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2009]714

号）核准，并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同意，公司于2009年8月7日采用向原A股股东优先配售与网上、网下定价发

行相结合的方式发行人民币普通股300,000,000股，每股发行价格为11.70元，募集资金总额351,000万元，扣除

相关发行费用后，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346,338万元，已于2009年8月7日全部到位，业经信永中和会计

师事务所验证，并出具“XYZH/2009A2006”号验资报告。

公司按照《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以及《深圳证券交易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规定在

以下银行开设了募集资金的存储专户。

截至 2012年 12�月 31日止，募集资金的存储情况列示如下：

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银行名称 账号 初始存放金额 截止日余额 存储方式

交通银行芜湖分行

342006014018010017587 49,986.50 3,175.92

活期

交通银行芜湖分行

342006014608500000255-

00342557

5,000.00

七天通知

交通银行芜湖分行

342006014608500000255-

00343076

1,000.00

七天通知

徽商银行芜湖鸠江支行

1100701021000224896 44,246.00 4,611.64

活期

徽商银行芜湖鸠江支行

1100701021000366881 5,000.00

定期存款

徽商银行芜湖鸠江支行

1100701021000368027 2,000.00

定期存款

徽商银行芜湖鸠江支行

1100701021000367608 3,000.00

定期存款

徽商银行芜湖鸠江支行

1100701021000367408 5,000.00

定期存款

徽商银行芜湖鸠江支行

1100701021000367808 3,000.00

定期存款

徽商银行芜湖鸠江支行

1100701021000367208 3,000.00

定期存款

徽商银行芜湖鸠江支行

1100701021000367008 5,000.00

定期存款

中行武安支行

1001479428541 89,407.00

活期

中行武安支行

100147942865

定期存款

中行武安支行

100147942934

七天通知

合 计

183,639.50 39,787.56

截至2012年12月31日， 本公司专户存储的募集资金收到的银行存款利息扣除银行手续费等的净额为6,

732.77万元，累计投入募集资金总额为318,388.50万元（包含离心浇铸复合管项目89,407.00万元收到的银行

存款利息扣除银行手续费等的净额2,300.81万元和补充流动资金42,698.50万元收到的银行存款利息扣除银

行手续费等的净额199.82万元）。截至2012年12月31日，本公司募集资金专户余额应为人民币30,450.13万元,�

实际存款余额为39,787.56万元，产生差异的原因为：

项 目 金额（万元）

募集资金专户存款应有余额

30,450.13

加：

2010

年财政部拨入

3.6

万吨径向锻造产品项目中央配套资金

1,300.00

加：专户存储的募集资金收到的银行存款利息扣除银行手续费等的净额

4,232.14

加：公司用自有资金预先垫支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截止期末尚未从募集资金专户转

出部分

3,805.29

募集资金专户存款实际余额

39,787.56

（1）2010年2月及11月财政部拨入3.6万吨径向锻造产品项目中央配套资金共1,300万元；

（2）截至2012年12月31日，公司专户存储的募集资金收到的银行存款利息扣除银行手续费等的净额情

况如下表所示：

承诺投资项目

本年度专户存储的募集资金收

到的银行存款利息扣除银行手

续费等的净额（万元）

累计专户存储的募集资金收

到的银行存款利息扣除银行

手续费等的净额（万元）

离心浇铸复合管项目

73.51 2,300.81

3.6

万吨径向锻造产品项目

18.62 1,348.38

汽车、工程机械锻造项目

946.89 2,883.76

补充流动资金

199.82

小 计

1,039.02 6,732.77

离心浇铸复合管项目和补充流动资金项目收到的银行存款利息扣除银行手续费等的净额累计为2,

500.63万元已经投入到对应的项目中。

截至2012年12月31日， 仍存放在公司募集资金专户中的银行存款利息扣除银行手续费等的净额为4,

232.14万元。

（3）公司生产与基建共用材料实行统一采购，公司用自有资金预先垫支募集资金投资项目3,805.29万

元，截止2012年末尚未从募集资金专户转出。

二、前次募集资金的实际使用情况

(一)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1、本公司在招股说明书中承诺投资的募集资金项目有4个，系“收购新兴际华集团所持芜湖新兴40%股

权项目” 、“离心浇铸复合管项目” 、“3.6万吨径向锻造产品项目”和“汽车、工程机械锻造项目” ，以上投资

项目共需资金303,639.50万元；如实际募集资金低于项目投资总额，不足部分由公司自筹资金解决；如实际

募集资金超过项目投资总额，超过部分将用于补充流动资金。

2、截止2012年12月31日公司募集资金累计投入318,388.50万元，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详见本报

告附件1。

(二)前次募集资金实际投资项目变更情况

前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未发生变更情况。

(三)前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对外转让或置换情况

本公司不存在前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对外转让或置换的情况。

(四)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先期投入及置换情况

根据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出具的 《关于新兴铸管股份有限公司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集

资金投资项目的专项鉴证报告》， 在募集资金实际到位之前， 公司已用自筹资金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7,

098.99万元。募集资金到位后，经第五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公司以等额募集资金置换了该自筹资

金。独立董事、监事会和保荐机构就上述事项出具了同意意见。

(五)暂时闲置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意见

前次募集资金净额为346,338.00万元，扣除募集资金项目投入金额318,388.50万元，加上银行利息扣除

银行手续费净额6,732.77万元，加上财政部拨入“3.6万吨径向锻造产品项目” 中央配套资金1,300万元，公司

用自有资金垫付募投项目投资3,805.29万元；截止2012年12月31日，募集资金专户余额39,787.56万元，占前次

募集资金的11.49%，未支付完毕的主要原因系“3.6万吨径向锻造产品项目” 和“汽车、工程机械锻造项目”

工程进度延后造成。

对于前次募集资金尚未使用部分，公司将按照《新兴铸管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管理及使

用，继续投入“3.6万吨径向锻造产品项目” 、“汽车、工程机械锻造项目” 。

三、前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产生的经济效益情况

(一)前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现效益情况对照表

前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现效益情况对照表详见本报告附件2。

对照表中实现效益的计算口径、计算方法与承诺效益的计算口径、计算方法一致。

(二)前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无法单独核算效益的原因及其情况

截至2012年12月31日，本公司“汽车、工程机械锻造项目”尚未建成投产。

(三)前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累计实现收益与承诺累计收益的差异情况

（1）收购新兴际华集团所持芜湖新兴40%股权项目：

根据中联评估出具的《新兴铸管集团有限公司拟转让芜湖新兴铸管有限责任公司股权项目资产评估

报告书》（中联评报字[2008]第36号）所预测的芜湖新兴以后年度营业收入、净利润和收购项目资产的实际

经营业绩情况，盈利预测完成情况如下：

单位：人民币万元

承诺期间 实现净利润（注） 盈利预测净利润 完成率

2009

年度

14,042.01 15,108.57 92.94%

2010

年度

19,930.80 15,593.07 127.82%

2011

年度

20,466.94 15,805.58 129.49%

2012

年度

28,148.53 15,913.92 176.88%

合计

82,588.28 62,421.14 132.31%

注：评估报告披露的盈利预测数据为芜湖新兴整体以后年度营业收入实现的净利润，不考虑营业外收

支、补贴收入以及其他非经常性收入产生的损益；该报告中预计芜湖新兴2009、2010、2011年、2012年的净利

润为37,771.42万元、38,982.68万元、39,513.96万元、39,784.79万元，对应40%股权的年净利润分别为15,108.57

万元、15,593.07万元、15,805.58万元、15,913.92万元。表中实现净利润的计算口径、计算方法与盈利预测的计

算口径、计算方法一致；

（2）离心浇铸复合管项目

根据可行性研究报告估算，经营情况与估算比较如下：

单位：人民币万元

承诺期间 实现净利润（注） 盈利预测净利润 完成率

2010

年度 建设期

2011

年度 建设期

2012

年度

-4,287.93 -22,826.41 -

合计

-4,287.93 -22,826.41 -

因本项目之挤压机于2012年6月份方安装完毕，之后展开调试与试生产工作，预计2013年仍会维持一定

的亏损状态。报告期内试生产特种钢管2,949.62吨，实现营业收入2,363.44万元。

（3）3.6万吨径向锻造产品项目

根据可行性研究报告估算，经营情况与估算比较如下：

单位：人民币万元

承诺期间 实现净利润（注） 盈利预测净利润 完成率

2010

年度 建设期

2011

年度 建设期

2012

年度

-2,229.30 -8,745.83 -

合计

-2,229.30 -8,745.83 -

（4）本公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之“汽车、工程机械锻造项目”尚未建成投产，故无法与项目投产后的效

益进行比较。

四、前次募集资金实际使用情况的信息披露对照情况

将本公司前次募集资金实际使用情况与本公司各年度相关信息披露文件披露的有关内容做逐项对照，

发现如下差异：

(一)与《增发招股意向书》的差异

1、离心浇铸复合管项目

“离心浇铸复合管项目”在《增发招股意向书》中披露时间进度约24个月：预计项目于2009年9月开始，

2011年9月可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该项目自2008年开始建设准备，资金到位后开始建设，由于进口设备制

作周期及现场调试因素影响，于2012年6月安装完毕，比计划推迟约9个月时间。

2、3.6万吨径向锻造产品项目

“3.6万吨径向锻造产品项目” 在《增发招股意向书》中披露时间进度约24个月：预计项目于2009年9月

开始，2011年9月可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该项目实际从2008年开始建设准备，2010年12月31日主体工程基本

完工，2011年投入试生产，2012年6月后进入投产运行状态，尚余少部分独立工序配套工程正在逐步实施。

3、汽车、工程机械锻造项目

“汽车、工程机械锻造项目” 在《增发招股意向书》中披露时间进度约30个月：从2009年9月开始，2012

年3月可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该工程项目实际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时间在2013年，推迟原因主要是部分进

口设备订货考察延迟及制作周期因素影响。

(二)与历年《关于募集资金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的差异

报告年度

专项报告披露年度募

集资金使用总额

年度募集资金实际

使用总额

差异金额 差异原因

2010

年

89,356.72 89,556.54 199.82

统计口径不一致，差异为

募集资金存款利息净收

入

2011

年

77,298.52 79,525.82 2,227.30

合计

166,655.24 169,082.36 2,427.12

除上述差异外，本公司前次募集资金实际使用情况与本公司各年度其他定期报告和其他信息披露文件

中已披露的内容不存在差异。

附件：1．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2．前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现效益情况对照表

新兴铸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三年三月十七日

附件1

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编制单位：新兴铸管股份有限公司 截至2012年12月31日

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募集资金总额：

346,338.00

已累计使用募集资金总额：

各年度使用募集资金总额：

318,388.50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0 2009

年：

148,344.45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比例：

0 2010

年：

89,556.54

2011

年：

79,525.82

2012

年：

961.69

投资项目 投资项目 投资项目

项目达到

预定可

使用状态

日期（或

截止日项

目完工

程度）

序

号

承诺投资项目 实际投资项目

募集前

承诺投

资金额

募集后

承诺投

资金额

实际

投资金额

募集前

承诺投

资金额

募集后

承诺投

资金额

实际投

资金额

实际投资

金额

与募集后

承诺投

资金额的

差额

1

收购新兴际华

集团所持芜湖

新兴

40%

股权

项目

收购新兴际华集

团所持芜湖新兴

40%

股权项目

120,000.00 120,000.00 120,000.00 120,000.00 120,000.00 120,000.00 2009

年

8

月

2

离心浇铸复合

管项目

离心浇铸复合管

项目

89,407.00 89,407.00 91,707.81 89,407.00 89,407.00 91,707.81

2,300.81

（注）

2012

年

3

月

（

100%

）

3

3.6

万吨径向锻

造产品项目

3.6

万吨径向锻

造产品项目

49,986.50 49,986.50 49,986.50 49,986.50 49,986.50 44,200.10

-5,

786.40

2012

年

（

88.42%

）

4

汽车、工程机械

锻造项目

汽车、工程机械

锻造项目

44,246.00 44,246.00 44,246.00 44,246.00 44,246.00 19,582.27

-24,

663.73

2013

年

（

44.26%

）

5

补充流动资金 补充流动资金

42,698.50 42,898.32 42,698.50 42,898.32 199.82

2010

年

12

月

合计

303,639.50 346,338.00 348,838.63 303,639.50 346,338.00 318,388.50

附件2

前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现效益情况对照表

编制单位：新兴铸管股份有限公司 截至2012年12月31日

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实际投资项目

截止日投

资项目累

计产能

利用率

承诺效益

最近三年实际效益

截止日

累计实

现效益

是否

达到

预计

效益

序

号

项目名称

2009 2010 2011 2012

1

收购新兴际华集团所持芜湖新兴

40%

股权项目

46,507.22 14,042.01 19,930.80 20,466.94 28,148.53 82,588.28

是

2

离心浇铸复合管项目

-4,287.93 -4,287.93

注

1

3 3.6

万吨径向锻造产品项目

-2,229.30 -2,229.30

注

2

4

汽车、工程机械锻造项目 注

3

5

补充流动资金 注

4

注1： 离心浇铸复合管项目原计划2011年9月建成投产， 因进口设备制作周期及现场调试因素影响，于

2012年6月安装完毕，比计划推迟月9个月时间。目前处于投产运行状态；

注2：3.6万吨径向锻造产品项目2010年末主体工程基本完工，2011年进入试生产，2012年6月后进入投产

运行状态，尚余少部分独立工序配套工程正在逐步实施；

注3：汽车、工程机械锻造项目原计划2012年3月建成，由于进口设备订货考察延迟及制作周期因素影

响，预计将在2013年安装调试完毕，比计划进度推迟1年左右时间。

注4：补充流动资金不能单独按项目核算效益，但可有效减轻公司资金压力，降低公司融资成本。

股票简称：新兴铸管 股票代码：000778� � � �公告编号：2013-11

新兴铸管股份有限公司

2013年日常关联交易预计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日常关联交易基本情况

1、关联交易概述

新兴铸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 ）2013年度日常经营关联交易主要涉及采购货

物（辅助材料和备品备件加工）、销售货物、提供水电风气等动力、接受劳务（设备修理服务和生活后勤服

务）、土地租赁等5类交易。公司已在以前年度就该等关联交易与各关联人之间分别签订了框架性书面协议、

或其他相关协议、或通过招标方式后协议，各协议的签订遵循了平等、自愿、等价、有偿的原则。2013年预计

全年日常关联交易额为177,035.00万元，2012年实际关联交易额为93,989.72万元。

上述关联交易已经公司2013年3月17日召开的第六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共有7名非关联董事

投票表决，另外2名关联董事刘明忠、孟福利对该事项予以回避表决，投票结果为：7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

权。

上述关联交易在董事会的权限内，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2、预计2013年日常关联交易类别和金额

单位：万元

关联交

易类别

交易内容

或产品分

类

关联人

预计

2013

年

@

交

易金额

占最近一

期经审计

净资产的

比例

去年交易金额

单项金

额

分类小

计

单项金额

分类小

计

采购货

物

备件 山西七四四五机械有限公司

2000

130000

0.14% 1537

67409

设备 新兴能源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200 0.01% 78

扁钢、打

结料等材

料

新兴河北冶金资源有限公司

30000 2.14% 25755

胶圈

际华三五一七橡胶制品有限公

司

5000 0.36% 3365

材料 山西清徐六六一七机械厂

200 0.01% 186

材料

南京际华三五二一特种装备有

限公司

200 0.01% 58

材料 中新联进出口公司

8000 0.57% 5500

劳保用品

际华三五一五皮革皮鞋有限公

司

200 0.01% 82

劳保用品 际华三五一三鞋业有限公司

100 0.01% 4

劳保用品

际华三五一二皮革服装有限公

司

3000 0.21% 1563

材料 新兴铸管集团邯郸经销部

10000 0.71% 6460

材料 际华三五一一

100 0.01% 5

原燃料 拜城县峰峰煤焦化有限公司

50000 3.57% 16196

原燃料 新疆和合矿业有限责任公司

10000 0.71% 3508

原燃料

新疆金特祥和矿业开发有限公

司

10000 0.71% 2665

工程承包 新兴河北工程技术有限公司

1000 0.07% 447

销售货

物

钢材等

新兴际华集团有限公司武安分

公司

1000

22200

0.07% 1150

18958

格板等 新兴河北工程技术有限公司

100 0.01% 14

钢坯等 新兴河北冶金资源有限公司

20000 1.43% 16847

材料等 邯郸赵王宾馆有限公司

100 0.01% 36

格板等 新兴能源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1000 0.07% 911

接受劳

务

人工费、

后勤费等

新兴际华集团有限公司

7500

14500

0.54% 6557

7259

修理费等 新兴河北冶金资源有限公司

6000 0.43% 565

设计费等 新兴河北工程技术有限公司

1000 0.07% 137

提供动

力、劳

务

水、电等 新兴际华集团有限公司

2000

10000

0.14% 3

28

水、电等 新兴河北冶金资源有限公司

6000 0.43% 4

水、电等 新兴能源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2000 0.14% 21

租赁土

地

租赁费 新兴际华集团有限公司

335 335 0.02% 335 335

合计

177035 93990

注：1、2012年12月31日经审计的公司净资产为14,001,210,151.86元。2、鉴于本公司向关联方采购货物大

都以通过招标方式进行，该等关联交易金额的预计存在不确定性。

二、关联方介绍和关联关系

1、关联方的基本资料及关联关系

1）新兴际华集团有限公司

（1）企业名称：新兴际华集团有限公司（简称“新兴际华集团” ）

（2）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国有独资）

（3）住所：北京市朝阳区东三环中路7号

（4）法定代表人：刘明忠

（5）注册资本：337,864万元

（6）经营范围：许可经营项目：对外派遣与其实力、规模、业绩相适应的国外工程项目所需的劳务人员

（许可证有效期至2013年5月9日）。一般经营项目：经营国务院授权范围内的国有资产，开展有关投资业务；

对所投资公司和直属企业资产的经营管理；球墨铸铁管、钢塑复合管、管件及配件产品、铸造产品、钢铁产

品、矿产品、工程机械、油料器材、水暖器材、纺织服装、制革制鞋、橡胶制品的生产、销售；货物仓储；与上述

业务相关的技术开发、技术服务及管理咨询；承揽境内外冶金、铸造行业工程及境内国际招标工程；进出口

业务；房地产开发。

（7）关联关系

目前，新兴际华集团持有本公司股份958,627,540股，占本公司股本的50.01%，为本公司控股股东，其所

持股份无质押和冻结。

（8）日常关联交易总额

本公司与新兴际华集团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总额：2012年实际发生为6,895.33万元， 预计2013年为9835

万元。

2）新兴河北冶金资源有限公司

（1）企业名称：新兴河北冶金资源有限公司(简称“河北冶金资源” )

（2）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3）住所：武安市磁山上洛阳村北

（4）法定代表人：赵焕平

（5）注册资本：2000万元

（6）经营范围：小型钢材轧制；木材加工（2013年12月31日）；电气设备维修；普通货运（道路运输经营

许可证有效期至2013年04月29日）；百货、天然有机酵素购销；锌丝、氧化锌、耐火材料、过氯乙烯氯化橡胶磁

漆（快干防腐油漆）（安全生产许可证有效期至2014年7月31日）、测温元件、工业用液化石油气、铆焊件制

造、销售等。

（7）关联关系

河北冶金资源现为新兴际华集团持股100%的新兴重工集团有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本公司的控股股东

为新兴际华集团。

（8）日常关联交易总额

本公司与河北冶金资源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总额：2012年实际发生为43,171.15万元， 预计2013年为

62000万元。

3）山西七四四五机械有限公司

（1）企业名称：山西七四四五机械有限公司（简称“七四四五” ）

（2）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国有独资）

（3）住所：长治市郊区西白兔乡兵化路3号

（4）法定代表人：李付堂

（5）注册资本：2211万元

（6）经营范围：机械制造、铸造、锻造、暖气片；冶金材料经营；汽车运输（法律法规禁止经营的不得经

营，需经审批未经审批前不得经营）。

（7）关联关系

七四四五现为新兴际华集团持股100%的新兴重工集团有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本公司的控股股东为新

兴际华集团。

（8）日常关联交易总额

本公司与七四四五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总额：2012年实际发生为1537.02万元，预计2013年为2000万元。

4）际华三五一七橡胶制品有限公司

（1）企业名称：际华三五一七橡胶制品有限公司（简称“三五一七” ）

（2）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3）住所：岳阳市洞庭北路71号

（4）法定代表人：容三友

（5）注册资本：1亿元整

（6）经营范围：胶鞋、注塑鞋、运动鞋、旅游鞋、布鞋、棉鞋、劳保用品等。

（7）关联关系

三五一七现为新兴际华集团控股子公司际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本公司的控股股东为新

兴际华集团。

（8）日常关联交易总额

本公司与三五一七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总额：2012年实际发生为3,364.82万元，预计2013年为5000万元。

5）新兴能源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1）企业名称：新兴能源装备股份有限公司（简称“新能装备” ）

（2）企业类型：股份有限公司

（3）住所：邯郸市开发区和谐大街99号

（4）法定代表人：杨彬

（5）注册资本：15000万元

（6）经营范围：石油化工机械、冶金重型非标设备、矿山成套设备、焦化成套设备、铸造及其他机械设备

等的设计、制造、安装、调试及技术开发；锻压制品、给排水及燃气管道配件、大型铸件及其他铸造制品的生

产、销售；燃气储运成套设备及特种改装车、起重机械的设计、制造及技术开发等。

（7）关联关系

新能装备现为新兴际华集团持股100%的新兴重工集团有限公司的控股子公司，新兴重工集团有限公司

持股54%，本公司持股36%。

（8）日常关联交易总额

本公司与新能装备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总额：2012年实际发生为1,101.34万元，预计2013年为3200万元。

6）山西清徐六六一七机械厂

（1）企业名称：山西清徐六六一七机械厂（简称“六六一七” ）

（2）经济性质：全民所有制

（3）住 所：清徐县东于镇西

（4）法定代表人：钱哲

（5）注册资本：1073万元

（6）经营范围：注塑机配件加工，生铁、钢材、高压胶管、建材（油漆、涂料除外）销售等。

（7）关联关系

六六一七现为新兴际华集团持股100%的新兴重工集团有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本公司的控股股东为新

兴际华集团。

（8）日常关联交易总额

本公司与六六一七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总额：2012年实际发生为185.85万元，预计2013年为200万元。

7）南京际华三五二一特种装备有限公司

（1）企业名称：南京际华三五二一特种装备有限公司（简称“三五二一” ）

（2）企业类型：有限公司（法人独资）内资

（3）住所：南京市白下区大光路142号

（4）法定代表人：夏前军

（5）注册资本：25000万元人民币

（6）经营范围：一般经营项目：服装及其它缝纫制品、革皮制品、环保过滤材料、除尘设备、鞋用材料、橡

胶制品、五金制品、保温材料生产、销售等。

（7）关联关系

三五二一现为新兴际华集团控股子公司际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本公司的控股股东为新

兴际华集团。

（8）日常关联交易总额

本公司与三五二一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总额：2012年实际发生为57.58万元，预计2013年为200万元。

8）新兴河北工程技术有限公司

（1）企业名称：新兴河北工程技术有限公司（简称“新兴河北工程” ）

（2）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3）住所：邯郸经济开发区世纪大街2号

（4）法定代表人：李九狮

（5）注册资本：贰千万元

（6）经营范围：机械设备加工与制作；配电开关控制设备制造与销售等。

（7）关联关系

新兴河北工程现为新兴际华集团的控股子公司，新兴际华集团持股60%，本公司持股20%。

（8）日常关联交易总额

本公司与新兴河北工程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总额：2012年实际发生为585.74万元，预计2013年为2100万

元。

9）中新联进出口公司

（1）企业名称：中新联进出口公司

（2）企业类型：全民所有制

（3）住所：北京市丰台区南四环西路188号15去6号楼2层

（4）法定代表人：马利杰

（5）注册资本：10020万元

（6）经营范围：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等。

（7）关联关系

中新联进出口公司现为新兴际华集团的全资子公司。

（8）日常关联交易总额

本公司与中新联进出口公司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总额：2012年实际发生为5,499.72万元，预计2013年为

8000万元。

10）拜城县峰峰煤焦化有限公司

（1）企业名称：拜城县峰峰煤焦化有限公司（简称“峰峰煤焦化” ）

（2）企业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3）住所：拜城县拜城镇铁提尔村

（4）法定代表人：卢风顺

（5）注册资本：伍亿陆仟零陆拾壹万玖仟贰佰

（6）经营范围：洗煤，炼焦，原煤、焦炭销售；煤焦化附产品的深加工销售等。

（7）关联关系

峰峰煤焦化为本公司控股子公司新兴铸管（新疆）资源发展有限公司的参股子公司，新兴铸管（新疆）

资源发展有限公司为本公司控股股东新兴际华集团的参股子公司。

（8）日常关联交易总额

本公司与峰峰煤焦化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总额：2012年实际发生为16,196.31万元， 预计2013年为50000

万元。

11）新兴铸管集团邯郸经销部

（1）企业名称：新兴铸管集团邯郸经销部（简称“集团邯郸经销部” ）

（2）企业类型：全民所有制

（3）住所：河北省邯郸市复兴区复兴路19号

（4）法定代表人：高亮

（5）注册资本：45万元

（6）经营范围：主营钢材、生铁、铁精粉、焦炭、机电设备及配件仪器仪表。

（7）关联关系

集团邯郸经销部为新兴发展集团有限公司下属全资子公司赵王宾馆有限公司之经销分公司，本公司控

股股东新兴际华集团持有新兴发展集团有限公司100%股份。

（8）日常关联交易总额

本公司与集团邯郸经销部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总额：2012年实际发生为6,460.03万元， 预计2013年为

10000万元。

12）际华三五一二皮革服装有限公司

（1）企业名称：际华三五一二皮革服装有限公司（简称“三五一二” ）

（2）企业类型：一人有限公司（法人）

（3）住所：兰州市城关区北滨河东路398号

（4）法定代表人：王平安

（5）注册资本：7184.40万元

（6）经营范围：毛皮、皮革及其制品、服装、服饰、帽子、手套的研发、设计、制造、销售及进出口业务等。

（7）关联关系

三五一二现为新兴际华集团控股子公司际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本公司的控股股东为新

兴际华集团。

（8）日常关联交易总额

本公司与三五一二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总额：2012年实际发生为1,563.03万元，预计2013年为3000万元。

13）际华三五一三鞋业有限公司

（1）企业名称：际华三五一三鞋业有限公司（简称“三五一三” ）

（2）企业类型：一人有限责任公司（国有独资）

（3）住所：西安市碑林区含光北路23号

（4）法定代表人：段银海

（5）注册资本：6000万元

（6）经营范围：鞋靴特种劳动防护鞋靴研发、生产、销售；被服及纺织品、橡胶及其产品的研发、生产、销

售等。

（7）关联关系

三五一三现为新兴际华集团控股子公司际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本公司的控股股东为新

兴际华集团。

（8）日常关联交易总额

本公司与三五一三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总额：2012年实际发生为4万元，预计2013年为100万元。

14）新疆金特祥和矿业开发有限公司

（1）企业名称：新疆金特祥和矿业开发有限公司（简称“祥和矿业” ）

（2）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3）住所：和静县巴仑台镇铁尔曼工业区

（4）法定代表人：窦洪国

（5）注册资本：3000万元

（6）经营范围：矿石销售。

（7）关联关系

祥和矿业现为本公司下属子公司新疆金特钢铁股份有限公司的参股子公司。

（8）日常关联交易总额

本公司与祥和矿业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总额：2012年实际发生为2,664.73万元， 预计2013年为10,00万

元。

15）新疆和合矿业有限责任公司

（1）企业名称：新疆和合矿业有限责任公司（简称“和合矿业” ）

（2）企业类型：有限公司

（3）住所：新疆和静

（4）法定代表人：肖胜祥

（5）注册资本：10000万元

（6）经营范围：矿产品加工销售。

（7）关联关系

和合矿业现为本公司下属子公司新疆金特钢铁股份有限公司的参股子公司。

（8）日常关联交易总额

本公司与和合矿业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总额：2012年实际发生为3,508.15万元， 预计2013年为10000万

元。

2、关联方履约能力分析

以上关联方的经济效益和财务状况良好，在与本公司经营交往中，能够严格遵守合同约定，产品质量均

能满足公司需求，诚信履约，并及时向本公司支付当期发生的关联交易款项，不会形成本公司的坏帐损失。

三、关联交易协议签署情况及主要内容

1、协议一：《关于提供水电风气服务协议》

1）交易对象：新兴际华集团有限公司武安分公司（简称“新兴际华集团武安分公司” ）

2）交易标的：根据协议约定，本公司向新兴际华集团提供转供电、水、风、气等动力服务；

3）交易价格：转供电价格按邯郸市供电局规定价格执行；水、压缩空气、煤气、蒸汽等的计费单位价格按

甲方单位生产成本计算，并按比例分摊生产单位的管理费；劳务费用按单项劳务协商确定；

4）交易结算方式：每月底结算一次，通过银行转帐结算； (下转B82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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