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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240                           证券简称：威华股份                           公告编号：2018-014 

广东威华股份有限公司 2017年年度报告摘要 

一、重要提示 

本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年度报告全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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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报告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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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威华股份 股票代码 0022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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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邓伟军 雷利民 

办公地址 
深圳市福田区华富路 1018 号中航中心 31

楼 3101-3102 

深圳市福田区华富路 1018 号中航中心 31

楼 3101-3102 

电话 0755-82557707 0755-82557707 

电子信箱 002240@gdweihua.cn 002240@gdweihua.cn 

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公司传统主业为中（高）密度纤维板的生产与销售、林木种植与销售。2016 年，公司通过增资控股了

致远锂业和万弘高新，公司的业务延伸至锂盐及稀土产品等新能源材料领域，由此形成新能源材料业务和

人造板业务并进发展的格局。 

致远锂业主要从事基础锂盐产品的研发、生产与销售，设计产能为年产 4 万吨电池级碳酸锂、单水氢

氧化锂和氯化锂。公司技术先进成熟，产能位居国内前列，产品主要应用于锂离子电池正极材料、储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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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化、制药、玻璃陶瓷、化工、环保建材等领域。随着全球新能源汽车产业的快速发展，储能领域市场异

军突起，3C 等电子产品消费量的持续增加，锂电池行业需求旺盛，为锂盐产品提供了巨大的市场空间及

发展机会。另外，公司年产 1000 吨金属锂的子公司已设立完成，项目处于建设过程之中。 

万弘高新从事综合回收利用废旧磁性材料以生产、销售稀土产品，年处理废旧磁性材料的设计产能为

1.2 万吨，达产后预计年产稀土氧化物 2,000 余吨，产品以氧化镨钕为主，并涵盖氧化钆、氧化钬、氧化镝、

氧化铽以及其他含稀土元素氧化物，主要应用于永磁材料、催化剂、玻璃、陶瓷、硬质合金等领域，产能

规模、技术水平和产品线丰富程度在国内均居于前列。 

公司人造板业务拥有 5 条代表当今国际先进水平的进口中（高）密度纤维板生产线（分别位于广东省

的封开县、清远市以及辽宁省台安县、河北省邱县和湖北省南漳县），皆位于国内林木资源较为丰富、靠

近市场和交通便利的省市县。主要产品为“威利邦”牌中（高）密度纤维板，先后被评为“广东省优质产

品”、“广东省名牌产品”和“国家免检产品”，产品广泛应用于家具行业、门业、强化木地板及其他室内

装修、装饰行业等领域。公司中（高）密度纤维板年生产能力超过 100 万立方米，是全国大型中纤板生产

企业之一。 

3、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1）近三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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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位：人民币元 

 2017 年 2016 年 本年比上年增减 2015 年 

营业收入 2,018,278,278.74 1,401,565,207.44 44.00% 1,439,845,953.5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26,261,638.83 23,405,813.62 12.20% -194,828,567.2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9,065,463.77 -98,521,562.05 - -196,694,052.56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55,506,493.06 50,066,363.87 10.87% 99,959,187.12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5 0.05 0.00% -0.40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5 0.05 0.00% -0.4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84% 1.68% 0.16% -13.14% 

 2017 年末 2016 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减 2015 年末 

资产总额 2,956,790,887.15 2,522,436,129.45 17.22% 2,402,028,192.0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2,038,783,975.05 1,416,005,904.80 43.98% 1,385,574,254.99 

（2）分季度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人民币元 

 第一季度 第二季度 第三季度 第四季度 

营业收入 303,639,795.05 569,029,191.89 602,276,482.63 543,332,809.1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761,237.42 6,017,469.36 10,734,293.79 7,748,638.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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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35,629.60 1,949,073.35 9,902,090.03 -2,821,329.21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5,257,180.98 82,892,029.60 11,456,800.92 -13,585,156.48 

上述财务指标或其加总数是否与公司已披露季度报告、半年度报告相关财务指标存在重大差异 

□ 是 √ 否  

4、股本及股东情况 

（1）普通股股东和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数量及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

东总数 
31,820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

一个月末普通股股

东总数 

30,610 

报告期末表决权

恢复的优先股股

东总数 

0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一

个月末表决权恢复的

优先股股东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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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深圳盛屯集团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15.81% 84,639,457 44,639,457 质押 80,630,000 

李建华 境内自然人 9.62% 51,475,200 0 质押 51,344,000 

李晓奇 境内自然人 9.17% 49,078,573 0   

创金合信基金－浦发银行－光大兴陇信

托－光大信托·益鑫 8 号集合资金信托

计划 

其他 4.48% 24,009,561 0   

太平人寿保险有限公司－传统－普通保

险产品-022L-CT001 深 
其他 1.55% 8,285,462 0   

新华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分红－个

人分红-018L-FH002 深 
其他 1.49% 7,962,686 0   

陕西省国际信托股份有限公司－陕国

投·【融鑫 26 号】证券投资集合资金信

托计划 

其他 1.29% 6,883,319 0   

云南国际信托有限公司－聚利 46 号单

一资金信托 
其他 1.22% 6,550,000 0   

高蕾蕾 境内自然人 1.12% 6,000,000 0   

国金证券－中信证券－国金朴素资本价

值 1 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其他 0.76% 4,050,000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公司股东李建华先生与李晓奇女士为父女关系，构成关联股东关

系，为一致行动人。创金合信永泰 3 号资产管理计划为盛屯集团

的一致行动人。陕国投·【融鑫 26 号】证券投资集合资金信托计

划为本公司员工持股计划，与前十名其他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或

一致行动关系。除此之外，公司未知前十名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

联关系，也未知是否存在《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中规定的一

致行动人的情况。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明（如有） 高蕾蕾通过投资者信用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票 6,000,000 股。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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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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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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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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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期内，随着供给侧改革的推进，环保要求提高以及消费的不断升级，上游林木及化工产品等原材

料价格、运输成本以及劳动力成本快速上升,而下游市场对人造板的产品品质要求越来越高。面对上述形

势，公司2017年度坚持既定的战略，继续做优做强人造板业务。报告期内，公司一是大力投入生产设备技

术改造，加强品质管理，加强研发创新，提升工艺水平，提升产品品质；二是调整营销策略，提升市场反

应能力和服务水平；三是不断调整和梳理管理体制，完善公司治理；四是通过培养引进优秀管理技术人才，

加强人才队伍建设；五是高度重视环保安全问题，积极主动对安全环保设施进行技术改造升级。通过上述

措施，公司人造板业务的经营管理以及盈利能力持续改善，报告期内，公司中纤板产量97.00万m³，较上

年下降0.91%；销售103.24万m³，较上年增加0.48%，产销平衡率为106.44%；营业收入14.47亿元，同比增

长5.17%；净利润3,704.77万元，同比增长0.41%；毛利率为10.51%，同比上涨3.13%。公司中纤板产量较上

年下降的主要原因系上年同期含台山威利邦，数据合并范围发生变动所致，扣除台山威利邦的影响，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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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家工厂上年同期的产量为87.93万m³，同比增长9.35%，营业收入同比增长18.45%，净利润同比增长44.36%。 

2017年，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迅速，对电池级锂盐产品需求不断增长。公司加快了新能源材料业务的

战略布局，全力推进和保障致远锂业4万吨锂盐项目的建设。 

致远锂业4万吨锂盐项目团队成熟、技术先进，仅用8个月时间即建成了首条1.3万吨产能的电池级碳

酸锂、氢氧化锂生产线，并将于2018年3月投产。 2017年11月，随着公司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的到位，公

司资金实力大大增强，同时公司以自有资金收购了致远锂业30%的少数股权，从而全资控股了致远锂业。

同时，公司通过致远锂业托管了瑞盛锂业，用于海外进口锂精矿的选矿，有效保证致远锂业的原料供应。

公司将全力保障致远锂业剩余产能在2018年建成，致远锂业将成为公司业绩的重要来源。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201,827.83万元，较上年增加61,671.31万元，同比上涨44.00%，营业收

入同比上涨的主要原因系万弘高新稀土综合回收项目一期于2017年顺利投产，稀土及锂盐业务收入同比增

加52,354.40万元，纤维板业务收入同比增加7,119.22万元；全年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母公司所有者净利润

2,626.16万元，较上年增加285.58万元，同比上涨12.20%。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同比上涨的主要原

因系纤维板业务销售情况良好，产品售价增长4.67%，同时公司内部管理加强，报告期内，公司纤维板业

务毛利率为10.51%，同比上涨3.13%；以及公司在报告期内收到的增值税退税收入及政府补助同比增加

4,650.24万元。 

报告期内，公司的经营性现金流情况良好，实现经营活动现金流量净额为5,550.65万元，同比增长

10.87%，其中纤维板业务全年实现经营活动现金流量净额21,560.89万元，林木业务全年实现经营活动现金

流量净额3,162.44万元。公司人造板业务良好的现金流情况，为公司2017年处于建设期的新能源材料板块

的建设和发展提供坚实的保障。2018年，随着致远锂业的投产，公司经营性现金流将更加良好。 

2018年将是公司业务战略升级的关键之年，公司在保障人造板业务做优做强的基础上，将持续加大锂

盐材料领域的投入，集中力量保证致远锂业4万吨锂盐项目的建成投产，争取2-3年内成为全球锂电新能源

材料领域的领先企业。 

2、报告期内主营业务是否存在重大变化 

□ 是 √ 否  

3、占公司主营业务收入或主营业务利润 10%以上的产品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产品名称 营业收入 营业利润 毛利率 
营业收入比上年

同期增减 

营业利润比上年

同期增减 

毛利率比上年同

期增减 

纤维板 1,447,163,786.98 36,265,351.58 10.51% 5.17% 201.31% 3.13% 

林木 40,128,120.76 14,079,537.30 55.66% 259.93% 435.98% 21.96% 

稀土及锂盐 536,049,487.47 -24,222,110.45 -2.90% 4,186.52% -102.62% -4.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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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是否存在需要特别关注的经营季节性或周期性特征 

□ 是 √ 否  

5、报告期内营业收入、营业成本、归属于上市公司普通股股东的净利润总额或者构成较前一报告期发生

重大变化的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201,827.83 万元，较上年增加 61,671.31 万元，同比上涨 44.00%，营业

收入同比上涨的主要原因系万弘高新稀土综合回收项目一期于 2017 年顺利投产，稀土及锂盐业务收入同

比增加 52,354.40 万元，纤维板业务收入同比增加 7,119.22 万元。 

6、面临暂停上市和终止上市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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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适用 □ 不适用  

2018 年 2 月 8 日，公司召开的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 

（1）重要会计政策变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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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财政部于 2017 年度发布了《财政部关于修订印发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通知》，对一般企业财务报

表格式进行了修订，适用于 2017 年度及以后期间的财务报表。  

本公司执行上述三项规定的主要影响如下： 

会计政策变更的内容和原因 审批程序 
受影响的报表项目名

称 

比较数据追溯调整影响

金额（元） 

（1）在利润表中分别列示“持续经营净利润”

和“终止经营净利润”。比较数据相应调整。 经公司第六届董

事会第十一次会

议于2018年2月8

日批准 

持续经营净利润 -92,476,782.58 

终止经营净利润 114,150,820.05 

（2）自2017年1月1日起，与本公司日常活动

相关的政府补助，从“营业外收入”项目重

分类至“其他收益”项目。比较数据不调整。 

营业外收入 - 

其他收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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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在利润表中新增“资产处置收益”项目，

将部分原列示为“营业外收入”及“营业外

支出”的资产处置损益重分类至“资产处置

收益”项目。比较数据相应调整。 

营业外收入 -8,331,884.48 

营业外支出 -685,147.29 

资产处置收益 7,646,737.19 

（2）重要会计估计变更 

报告期公司无重要会计估计变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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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报告期内，公司新设子公司盛威锂业，通过签订托管协议方式取得瑞盛锂业实际控制权，上述子公司

本年度纳入合并报表范围。 

本期合并财务报表范围及其变化具体情况详见财务报表附注“八、合并范围的变更”和“九、在其他主体

中的权益”。 

（4）对 2018 年 1-3 月经营业绩的预计 

√ 适用 □ 不适用  

2018 年 1-3 月预计的经营业绩情况：净利润为正，同比上升 50%以上 

净利润为正，同比上升 50%以上 

2018 年 1-3 月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变动幅度 70.00% 至 115.00% 

2018年 1-3月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区间（万元） 299.4 至 378.65 

2017 年 1-3 月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万元） 176.12 

业绩变动的原因说明 

1、公司经营管理得到改善，相比去年同期，预计公司纤维板产品生

产和销售有所增长，盈利能力有所提升。 

2、子公司万弘高新预计能够产生一定的盈利。 

 

 

广东威华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王天广 

二〇一八年二月二十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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