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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钨高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第三季度报告正文 

 

第一节 重要提示 

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季度报告内容的真

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

连带的法律责任。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次季报的董事会会议。 

公司负责人李仲泽、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宋国华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

管人员)吴涛涛声明：保证季度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第二节 公司基本情况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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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减 

总资产（元） 7,297,798,603.72 6,672,675,563.61 9.3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元） 
3,103,093,998.20 2,975,592,176.58 4.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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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告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

增减 
年初至报告期末 

年初至报告期末比上

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元） 1,784,689,542.39 40.30% 4,852,275,253.30 24.3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元） 
66,727,813.86 291.15% 125,383,390.36 468.3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元） 
66,902,306.25 不适用 112,747,715.71 不适用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元） 
-- -- 474,363,306.27 189.04%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061 291.51% 0.1994 468.09%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061 291.51% 0.1994 468.09%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2.18% 1.61% 4.13% 3.39%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项目 年初至报告期期末金额 说明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包括已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冲销部分） -3,272,739.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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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908,394.32  

债务重组损益 -20,685.49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819,789.74  

减：所得税影响额 817,366.56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1,342,138.38  

合计 12,635,674.65 -- 

对公司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 1 号——非经常性损益》定义

界定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以及把《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 1 号——非

经常性损益》中列举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的项目，应说明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将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 1 号——非经常

性损益》定义、列举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的项目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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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报告期末股东总数及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1、普通股股东和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40,2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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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湖南有色金属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60.94% 383,083,963 383,083,963 
质押 0 

冻结 0 

潘英俊 境内自然人 1.18% 7,399,800 0 
质押 0 

冻结 0 

海南金元投资控股有限

公司 
国有法人 0.77% 4,850,000 0 

质押 0 

冻结 0 

刘伟雄 境内自然人 0.35% 2,208,269 0 
质押 0 

冻结 0 

光大兴陇信托有限责任

公司－光大信托－云信

弘升 19 号证券投资集合

资金信托计划 

其他 0.32% 1,984,688 0 

质押 0 

冻结 0 

潘乾 境内自然人 0.29% 1,810,000 0 
质押 0 

冻结 0 

国民信托有限公司－国

民信托·中土 1 号证券投

资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其他 0.26% 1,640,692 0 

质押 0 

冻结 0 

白慧 境内自然人 0.25% 1,590,200 0 
质押 0 

冻结 0 

上海爱建信托有限责任

公司－爱建信托钱江 5

号事务管理类集合资金

信托计划 

其他 0.23% 1,445,400 0 

质押 0 

冻结 0 

余金红 境内自然人 0.22% 1,354,600 0 
质押 0 

冻结 0 

前 10 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股份数量 股份种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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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份种类 数量 

潘英俊 7,399,800 人民币普通股 7,399,800 

海南金元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4,850,000 人民币普通股 4,850,000 

刘伟雄 2,208,269 人民币普通股 2,208,269 

光大兴陇信托有限责任公司－光大信

托－云信弘升 19 号证券投资集合资

金信托计划 

1,984,688 人民币普通股 1,984,688 

潘乾 1,810,000 人民币普通股 1,810,000 

国民信托有限公司－国民信托·中土 1

号证券投资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1,640,692 人民币普通股 1,640,692 

白慧 1,590,200 人民币普通股 1,590,200 

上海爱建信托有限责任公司－爱建信

托钱江 5 号事务管理类集合资金信托

计划 

1,445,400 人民币普通股 1,445,400 

余金红 1,354,600 人民币普通股 1,354,600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1,238,475 人民币普通股 1,238,475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未知上述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及是否属于一致行动人。 

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参与融资融券业

务情况说明（如有） 
不适用 

公司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前 10 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在报告期内是否进行约定购回

交易 

□ 是 √ 否  

公司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前 10 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在报告期内未进行约定购回交

易。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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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节 重要事项 

一、报告期主要财务数据、财务指标发生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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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1、2017年9月20日公司第八届董事会2017年第五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向中国证

监会申请撤回重大资产重组申请文件的议案》、《关于终止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议案》，鉴

于标的资产整体仍未盈利，湖南瑶岗仙矿业有限责任公司尚未全面恢复生产，加之本次重大

资产重组的股东大会决议于2017年9月20日逾期失效，本次交易涉及的审计、评估报告均已过

期，继续推进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工作的基础已不存在，公司需要根据新的市场变化及时调整

或制订新的经营与投资策略，因此，公司董事会同意向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申请撤回本

次重大资产重组的申请文件并终止本次交易。 

2、2017年9月20日公司第八届董事会2017年第五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签署<股权

托管协议>的议案》，同意公司接受委托管理实际控制人中国五矿集团公司旗下其他涉钨产业

公司的股权。目前，公司已经与湖南有色金属有限公司、五矿有色金属股份有限公司、湖南

有色资产经营管理有限公司签订《股权托管协议》。公司受托管理：湖南柿竹园有色金属有

限责任公司97.36%的股权、湖南有色新田岭钨业有限公司100%的股权、衡阳远景钨业有限责

任公司98.33%的股权、江西修水香炉山钨业有限公司51%的股权、南昌硬质合金有限责任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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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71.22%的股权、HPTec GmbH100%的股权、湖南瑶岗仙矿业有限责任公司50.02%的股权。 

 

重要事项概述 披露日期 临时报告披露网站查询索引 

关于撤回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

集配套资金申请文件并终止重大

资产重组事项的公告 

2017 年 09 月 21 日 
巨潮资讯网、《中国证券报》公告

编号：2017-77 

关于签署股权托管协议暨关联交

易事项的公告 
2017 年 09 月 21 日 

巨潮资讯网、《中国证券报》公告

编号：2017-78 

三、公司实际控制人、股东、关联方、收购人以及公司等承诺相关方在报告期内超期未履行

完毕的承诺事项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公司实际控制人、股东、关联方、收购人以及公司等承诺相关方在报

告期内超期未履行完毕的承诺事项。 

四、对 2017 年度经营业绩的预计 

预测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期末的累计净利润可能为亏损或者与上年同期相比发生大幅度变

动的警示及原因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五、证券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证券投资。 

六、衍生品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衍生品投资。 

七、报告期内接待调研、沟通、采访等活动登记表 

√ 适用 □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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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待时间 接待方式 接待对象类型 调研的基本情况索引 

2017 年 09 月 06 日 实地调研 机构 

《中国证券报》、巨潮资讯网《关

于接待投资者调研情况的公告》，

公告编号：2017-73 

2017 年 07 月 01 日—09

月 30 日 
电话沟通 个人 

内容：公司生产经营情况；公司

重大资产重组情况。未透露或泄

露公司未公开信息。 

八、违规对外担保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违规对外担保情况。 

九、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对上市公司的非经营性占用资金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对上市公司的非经营性占用资金。 

十、履行精准扶贫社会责任情况 

1、三季度精准扶贫概要 

公司报告三季度暂未开展精准扶贫工作，也暂无后续精准扶贫计划。 

2、后续精准扶贫计划 

公司暂无后续精准扶贫计划。 

 

 

 

中钨高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七年十月三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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