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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重要提示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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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投资者应当到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等中国证监会指定媒体上仔细阅读年度报告全文。 

2 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年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不

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3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会议。 

4 瑞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本公司出具了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 

5    经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以 2019年 3月 4日配股发行完成后的总股本 437,708,011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股派发现金红

利 1.80元（含税），不送股，不转增股本。 

二 公司基本情况 

1 公司简介 

公司股票简况 

股票种类 股票上市交易所 股票简称 股票代码 变更前股票简称 

A股 上海证券交易所 贵研铂业 600459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刚剑 陈国林 

办公地址 云南省昆明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科技

路988号 

云南省昆明市高新技术产业

开发区科技路988号 

电话 0871-68328190 0871-68328190 

电子信箱 stock@ipm.com.cn stock@ipm.com.cn 

 

2 报告期公司主要业务简介 

1、主要业务 

公司是从事贵金属研究、开发和生产经营的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也是国内唯一在贵金属材料领域

拥有系列核心技术和完整创新体系、集产学研为一体的上市公司。公司建立了较完整的贵金属产业链体

系，大力发展贵金属新材料制造、贵金属资源再生及贵金属商务贸易，业务领域涵盖了贵金属合金材料、

化学品、电子浆料、汽车催化剂、工业催化剂、金银及铂族金属二次资源循环利用、贵金属商务贸易和

分析检测，生产各类产品涵盖 390 多个品种、4000 余种规格，产品已广泛应用于汽车、电子信息、国

防工业、新能源、石油、化学化工、生物医药、建材、环境保护等行业。 

2、经营模式 

以市场为导向，发挥贵金属新材料、资源循环利用和商务贸易三大板块相互支撑、协同发展的综合



优势。各环节相互依存，互为补充，面向国防和民用市场，为客户提供从贵金属原材料供给到产品制造、

商务贸易和废料回收的一站式服务。同时，产业经营和资本运营相结合，不断延伸和完善贵金属产业链，

实现创新发展，发挥比较优势，形成协同效应。快速提升贵金属研发平台、分析检测平台、信息情报平

台及产学研一体化高端人才培养及聚集平台对产业发展的支撑能力。 

3、行业情况 

公司所处行业为贵金属工业材料制造行业，属国家重点支持的新材料领域。贵金属材料由于其难以

替代的物理和化学性能，是整个工业体系中应用面最广的材料之一。贵金属产业为工业生产所提供的材

料品种有上千种，在工业体系中是最为特殊且不可缺少的一类材料，因而被誉为“现代工业维他命”。 

公司所处的行业主要为航空、航天、电子、能源、化工、石油、汽车、生物医药、环保等行业提供

产品及服务，其中：贵金属催化材料广泛应用于石油化工、医药合成、精细化工、硝氨化肥、汽车污染

治理等领域；贵金属环保材料是制作高纯材料、催化材料、环境治理材料、合金功能材料等重要的前躯

体；贵金属特种功能材料（如电接触材料、钎焊材料、测温材料、复合材料、催化网材料、精密合金材

料、键合材料、蒸发材料等）广泛应用于国防工业、电子信息、化工建材、冶金等行业；贵金属信息功

能材料（如导体浆、电阻浆、灌孔浆、多层布线浆等）广泛应用于片式电子元器件、厚膜集成电路、晶

体硅太阳能电池、膜片开关、平板显示器等。高新技术的发展，为贵金属不断开拓了新的应用领域，贵

金属材料在相关领域的需求量越来越大，而被作为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关键材料之一。 

贵金属在全球属于稀缺资源，尤其是铂族金属在我国属于极度匮乏的资源，随着矿产资源不断开发

利用，原矿已日益枯竭，而贵金属二次资源被称为“移动的城市矿山”，其种类繁多，品位较高。发达

国家把贵金属二次资源循环利用作为一个重要的产业关键环节加以布局和支持，随着我国成为贵金属工

业应用的第一大国，贵金属二次资源循环利用在贵金属工业中越来越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国家越来

越重视贵金属资源再生循环利用的发展。 

3 公司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3.1 近 3 年的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2018年 2017年 

本年比上年 

增减(%) 
2016年 

总资产 6,001,049,394.33 5,233,018,633.35 14.68 3,436,541,473.05 

营业收入 17,074,041,272.71 15,441,508,619.88 10.57 10,773,692,419.2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 

157,144,539.53 119,327,992.18 31.69 83,020,587.6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 

125,214,165.07 91,871,058.62 36.29 33,651,661.1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2,075,622,801.89 1,945,219,649.37 6.70 1,845,811,890.38 



东的净资产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317,773,397.60 -940,735,927.15   33,467,496.77 

基本每股收益（元／

股） 

0.46 0.35  31.43  0.24 

稀释每股收益（元／

股） 

0.46 0.35  31.43  0.24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

益率（%） 

7.83 6.30 增加1.53个百

分点 

4.57 

 

3.2 报告期分季度的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第一季度 

（1-3 月份） 

第二季度 

（4-6 月份） 

第三季度 

（7-9 月份） 

第四季度 

（10-12 月份） 

营业收入 3,852,827,570.08 4,851,328,869.07 4,624,588,986.25 3,745,295,847.3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 
19,931,667.35 55,586,465.52 44,605,850.51 37,020,556.1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

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

润 

16,443,715.13 50,189,167.59 42,642,976.03 15,938,306.32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净额 
-209,329,732.70 295,123,274.56 -187,160,700.08 419,140,555.82 

 

季度数据与已披露定期报告数据差异说明 

□适用  √不适用  

4 股本及股东情况 

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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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止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39,419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末的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45,880 

截止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前 10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全称） 

报告期

内增减 

期末持股数

量 

比例

(%) 

持有有

限售条

件的股

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东 

性质 股份 

状态 
数量 

云南省贵金属新材料控

股集团有限公司 

  133,480,345 39.34 0 无 0 国有法

人 

红塔创新投资股份有限

公司 

  2,470,000 0.73 0 无 0 国有法

人 

乔祥胜   2,254,650 0.66 0 未知   未知 

周建群   1,230,800 0.36 0 未知   未知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1,215,703 0.36 0 未知   未知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

责任公司 

  831,870 0.25 0 未知   未知 

王子豪   805,403 0.24 0 未知   未知 

徐之遐   780,000 0.23 0 未知   未知 

徐刚   744,100 0.22 0 未知   未知 

陈建元   741,069 0.22 0 未知   未知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

明 

公司未知上述股东是否属于《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中规定的

一致行动人，也未知上述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

量的说明 

  

 

4.2 公司与控股股东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的方框图 

√适用 □不适用  

 

 

4.3 公司与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的方框图 

√适用 □不适用  

 



4.4 报告期末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 10 名股东情况 

□适用  √不适用  

5 公司债券情况 

□适用  √不适用  

三 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1 报告期内主要经营情况 

在面临复杂多变的外部环境情况下，公司坚定贵金属产业发展主线，紧紧抓住稳中向好的国内经济

和行业形势带来的发展机遇，持续优化产品结构，提升工艺技术水平，强化市场战略布局，加大以中高

端市场为主的开拓力度，生产经营规模持续扩大，主营业务收入稳步增长，盈利能力不断增强，主营业

务利润增加，整体经营业绩实现了稳步增长。特种功能材料、贵金属再生资源材料、贵金属前驱体材料

板块取得明显的增量。公司并购的贵研中希（上海）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纳入合并范围，且为公司创造

了良好的经营业绩。2018 年，公司累计实现营业收入 17,074,041,272.71 元，比去年同期的

15,441,508,619.88 元增加 10.57 %；利润总额 210,620,723.47元，比去年同期的 155,260,417.07 元

增加 35.66%；实现净利润 184,743,053.36 元，比去年同期的 130,812,305.66元增加 41.23%；归属于

母公司的净利润 157,144,539.53 元，比去年同期的 119,327,992.18 元增加 31.69%。 

 

2 导致暂停上市的原因 

□适用  √不适用  

3 面临终止上市的情况和原因 

□适用  √不适用  

4 公司对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变更原因及影响的分析说明 

√适用□不适用  

1.会计政策变更 

根据《财政部关于修订印发 2018 年度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通知》（财会〔2018〕15 号）及其

解读和企业会计准则的要求编制 2018 年度财务报表。 

此项会计政策变更对财务报表列报项目的主要影响如下：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年末

数/ 

本年

数 

原列报报表项目及金额 新列报报表项目及金额 

应收票据 804,215,302.00 

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 1,500,958,384.06 

应收账款 696,743,082.06 

应收利息  

其他应收款 30,322,744.83 

应收股利  



其他应收款 30,322,744.83 

固定资产 874,778,851.63 

固定资产 874,778,851.63 

固定资产清理  

在建工程 26,697,705.60 

在建工程 26,697,705.60 

工程物资  

应付票据 10,000,000.00 
应付票据及应付账款 140,097,251.40 

应付账款 130,097,251.40 

应付利息 13,461,955.56 

其他应付款 93,897,051.63 应付股利 12,539,007.73 

其他应付款 67,896,088.34 

专项应付款 87,500,000.00 长期应付款 87,500,000.00 

营业收入 80,866.79 其他收益 80,866.79 

管理费用 190,604,976.25 
管理费用 105,998,483.50 

研发费用 84,606,492.75 

收到其他与筹资活动有

关的现金 

1,070,000.00 
收到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

的现金 

1,070,000.00 

年初

数/ 

上年

数 

应收票据 664,299,394.71 

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 1,267,927,107.42 

应收账款 603,627,712.71 

应收利息  

其他应收款 115,943,270.51 应收股利  

其他应收款 115,943,270.51 

固定资产 781,464,649.20 

固定资产 781,464,649.20 

固定资产清理  

在建工程 93,584,662.75 

在建工程 93,584,662.75 

工程物资  

应付票据  

应付票据及应付账款 140,661,969.00 

应付账款 140,661,969.00 

应付利息 5,413,073.71 

其他应付款 32,669,922.84 应付股利 12,024,902.87 

其他应付款 15,231,946.26 

专项应付款 87,500,000.00 长期应付款 87,500,000.00 

营业收入 135,156.80 其他收益 135,156.80 

管理费用 154,203,070.96 管理费用 86,145,685.70 



研发费用 68,057,385.26 

收到其他与筹资活动有

关的现金 

2,246,000.00 
收到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

的现金 

2,246,000.00 

 

5 公司对重大会计差错更正原因及影响的分析说明 

□适用√不适用  

6 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对财务报表合并范围发生变化的，公司应当作出具体说明。 

√适用□不适用  

本公司 2018年度纳入合并范围的子公司共 9户，详见本附注九“在子公司中的权益”。 本公司本

年度合并范围比上年度增加 1 户，详见年度报告附注八、“合并范围的变更”。 

 

 

董事长签字：郭俊梅 

贵研铂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9年 4月 10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