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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842                               证券简称：翔鹭钨业                      公告编号：2017-044 

广东翔鹭钨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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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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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翔鹭钨业 股票代码 0028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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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盛意 杨逢 

办公地址 广东省潮州市湘桥区官塘镇庵头工业区 广东省潮州市湘桥区官塘镇庵头工业区 

电话 0768-6972888-8068 0768-6972888-8068 

电子信箱 Stock@xl-tungsten.com Stock@xl-tungsten.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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元） 421,903,294.55 354,677,256.51 18.9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36,970,633.43 34,712,155.94 6.5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的净利润（元） 
33,991,472.66 32,193,095.92 5.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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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34,796,737.10 51,317,787.84 -167.81%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39 0.46 -15.22%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39 0.46 -15.22%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5.36% 8.13% -2.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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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40,605,459.91 736,102,179.40 54.9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740,845,133.87 465,826,570.47 59.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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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3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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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潮州市众达投

资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19.64% 19,635,000 19,635,000   

陈启丰 境内自然人 19.06% 19,057,500 19,057,500   

潮州启龙贸易

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19.06% 19,057,500 19,057,500 质押 9,160,000 

广州市力奥盈

辉投资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人 6.00% 6,000,000 6,000,000   

潮州市永宣陶

瓷科技有限公

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2.25% 2,250,000 2,250,000   

陈利泉 境内自然人 1.50% 1,500,000 1,500,000 质押 1,500,000 

邓海雄 境内自然人 1.50% 1,500,000 1,500,000   

陈颂敏 境内自然人 1.50% 1,500,000 1,500,000 质押 1,357,400 

佘周鹏 境内自然人 1.50% 1,500,000 1,500,000   

陈瑞波 境内自然人 1.50% 1,500,000 1,500,0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

说明 

在上述股东中，陈启丰及其实际控制的众达投资、启龙有限与其他股东之间不存在关联

关系，也不属于《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明

（如有） 

股东查国平通过信用证券持有公司 500,000 股，通过普通证券持有公司 202 股，股东陈

雪明通过信用证券持有公司 23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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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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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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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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主要业务 

     公司自成立以来，一直专注于钨制品的开发、生产与销售，主要产品包括各种规格的氧化钨、钨粉、碳化钨粉、钨合金

粉及钨硬质合金等。报告期内，公司主要业务未发生重大变化。  

2、主要产品及其用途 

     公司通过多年的发展，形成了从APT到硬质合金的产品体系。公司的主要产品为氧化钨（包括黄色氧化钨、蓝色氧化钨、

紫色氧化钨等）、钨粉，碳化钨粉、钨合金粉及钨硬质合金等深加工产品。 

    公司产品结构在产业链中的位置如下图所示： 

 
注：红色线框内为公司目前所生产的产品，其中碳化钨粉为公司主要收入来源。 
 

    APT：属钨工业的中间产品，由钨精矿经压煮、离子交换、蒸发结晶而制得，主要用于制造氧化钨、偏钨酸铵及其他钨

化合物，也可以用于石油化工行业作添加剂。 

    氧化钨：属钨工业的中间产品，由APT煅烧制成，有黄色氧化钨、蓝色氧化钨和紫色氧化钨等多种氧化形态。氧化钨是

生产钨粉的主要原料，主要用于生产金属钨粉和碳化钨粉，同时也可以用于生产化工产品，如油漆和涂料、石油工业催化剂

等。 

    钨粉：以氧化钨为原料，用氢气还原制成，主要用作钨材加工及碳化钨生产的原料。钨粉是加工钨材制品和钨合金的主

要原料。纯钨粉可制成丝、棒、管、板等加工材和一定形状的制品；钨粉与其他金属粉末混合，可以制成各种钨合金，如钨

钼合金、钨铼合金、钨铜合金等。 

    碳化钨粉：以金属钨粉和炭黑为原料，经过配碳、碳化、球磨、过筛工序制成，黑色六方晶体，有金属光泽，为电、热

的良好导体，具有较高熔沸点，化学性质非常稳定。碳化钨粉是生产硬质合金的主要原料。 

    钨硬质合金：以碳化钨粉为硬质相，以钴为粘结剂，经混合、湿磨、干燥、制粒后制成混合料，再将混合料压制成坯料，

经过压制、烧结制成具备所需性能的硬质合金材料，主要用于制作各种切削工具、刀具、钻具、矿山工具和耐磨零部件等。  

3、主要经营模式 

  （1）公司生产模式 

    公司的生产模式是以订单式生产为主。根据销售部门接受的订单安排生产计划，组织人员进行生产。同时，结合销售预

测、库存情况及生产周期进行中间产品的备货生产，提高生产效率及对客户产品订单的响应速度。 

   （2）公司销售模式 

    公司采用了直销为主，经销为辅的销售模式，这两种销售模式都属于买断式销售。直销模式下，公司开拓客户，销售人

员直接联系客户推广。经销模式下，公司产品直接销售给经销商，经销商负责产品销售并自负盈亏，同时，公司为经销商的

下游客户提供技术指导，下游客户的使用反馈也直接提供给公司。在实际经营中，大部分业务均直接与用户对接，客户向公

司提出产品的具体要求，公司再安排生产、销售及售后服务。 

   （3）公司采购模式 

    公司根据物料的不同，采取不同的采购模式。  

    对于钨精矿，按照生产计划进行采购，结合钨精矿的库存确定采购量，并根据供应商报价以及三大网站（亚洲金属网、

中华商务网、伦敦金属导报）的报价情况确定采购价格。综合考虑正常采购流程及突发情况两方面因素，公司钨精矿通常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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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1-2个月的安全库存。 

    对于APT，公司根据自产APT数量与所需APT的耗用量之间的缺口进行补充采购。 

4、主要业绩驱动因素 

   （1）公司主要从事钨系列产品的研发、生产与销售，通过加强管理，提高钨金属的回收率，降低加工环节损耗能耗，有

效降低生产成本。 

   （2）报告期内钨资源价格企稳回升，公司主要产品售价增长。 

   （3）积极开发新客户，销量得到进一步增长。 

5、公司所处的行业地位和竞争优势 

   （1）领先的生产技术水平 

    公司通过在超细碳化钨粉和超粗碳化钨粉两个方向持续的技术攻关，在碳化钨粉的粒度分布、颗粒集中度、减少团聚和

夹粗等方面取得了领先的技术水平，目前已经能够生产粒度在0.05μm～60μm的碳化钨粉，远高于3μm～8μm的行业平均水平，

极大提高了硬质合金的产品性能。 

    围绕高质量碳化钨粉的制备，公司从钨矿分解、氧化钨制备以及钨粉制备等各个环节整体提升技术实力，形成了白钨矿

磷酸盐分解技术、高钠氧化钨生产制备技术、针状紫色氧化钨的制备技术、高压坯强度钨粉生产技术、超细晶粒硬质合金生

产技术等相关核心技术集群，从而使公司具有较强的综合技术领先优势。  

    领先的技术优势一方面提高了金属回收率，降低了单位产品的生产成本，另一方面提高了产品质量，提高了单位产品销

售价格。公司生产的碳化钨粉先后获得了“国家重点新产品”、“广东省高新技术产品”等多项称号。 

   （2）先进的生产管理制度 

    由于钨制品的生产加工具有较高的传承性，上游原材料的质量和稳定性直接影响到客户产品的质量和声誉，因此，客户

都非常重视供应商的生产管理能力，以保证能够提供优质、稳定的产品，其中国外优秀企业对供应商生产管理能力的要求更

加严格。 

    公司在生产过程中不断改进生产管理，取得了丰富的生产管理经验，成为韩国TAEGUTEC、美国KENNAMETAL和IMC

国际金属切削（大连）等国内外知名企业的合格供应商。在合作过程中，双方进行了更加深入的合作，对生产工艺和生产管

理制度不断探讨、优化和调整，进一步提升了公司的生产管理能力，目前公司已成为上述客户的优质供应商。 

   （3）丰富的产品结构 

    公司自成立以来专注于钨制品的开发、生产和销售，经过多年的发展，逐步形成了涵盖APT、氧化钨、钨粉、碳化钨粉、

钨合金粉到硬质合金的产品线。在产品线纵向延伸的同时，公司也注重同类产品的横向扩展，不断向“超细”和“超粗”两个方

向延伸，形成近百种不同规格和型号的系列产品。 

    丰富的产品结构能够满足不同客户的多层次需求，并进一步拓宽公司产品的应用领域，从而获得更广阔的成长空间。同

时，丰富的产品结构能够形成不同产品间技术进步的协同效用，缩短新产品研发时间，加快技术转化进程。 

   （4）广泛稳定的客户资源 

    凭借优异的产品质量、丰富的产品结构以及较高的性价比，公司产品获得了众多海内外知名企业的认可，并保持了长期

的合作关系。 

   （5）完善的销售服务体系 

    公司非常重视客户关系的管理和维护，建立了较完备的客户服务档案，能根据客户的需求制定对应的销售方案，为客户

编制个性化、专业化的咨询。同时，销售部门及技术人员定期对客户进行回访，及时收集客户的产品使用信息，并对客户遇

到的技术问题提供快速有效的解决方案。 

    完善的销售服务体系使公司与客户保持长期、稳定的沟通，提高了客户的稳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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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财政部于2017年度发布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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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起施行，对于施行日存在的持有待售的非流动资产、处置组和终止经营，要求采用未来适用法处理。 

 财政部于2017年度修订了《企业会计准则第16号——政府补助》，修订后的准则自2017年6月12日起施行，对于2017

年1月1日存在的政府补助，要求采用未来适用法处理；对于2017年1月1日至施行日新增的政府补助，也要求按照修订后的准

则进行调整。  

本公司已执行上述两项准则，对本公司的财务报表未产生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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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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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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报告期无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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