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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0657               证券简称：中钨高新              公告编号：2019-20 

 

中钨高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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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下列董事外，其他董事亲自出席了审议本次年报的董事会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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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仲泽 董事长 工作原因 谢康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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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钨高新 股票代码 000657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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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邓英杰 王玉珍 

办公地址 
湖南省株洲市荷塘区钻石路288

号钻石大厦 1104 室 

湖南省株洲市荷塘区钻石路 288

号钻石大厦 1101 室 

传真 0731-28265500 0731-28265500 

电话 0731-28265986 0731-28265977 

电子信箱 zwgx000657@126.com zwgx000657@126.com 

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公司所从事的主要业务包括硬质合金和钨、钼、钽、铌等有色金属及其深

加工产品和装备的研制、开发、生产、销售及贸易业务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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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溯调整或重述原因 

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 

单位：人民币元 

 2018 年 
2017 年 

本年比上年增

减 
2016 年 

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后 调整前 调整后 

营业收入 
8,176,520,501.

59 

6,540,814,741.

07 

6,709,286,318.

78 
21.87% 

5,196,045,095.

00 

5,342,367,811.

6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 
135,853,176.27 128,072,205.52 134,855,749.14 0.74% 13,304,011.69 16,049,044.6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

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165,593,302.37 70,805,894.36 70,850,909.50 133.72% -51,801,860.87 -51,801,860.87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净额 
401,885,418.53 512,497,947.10 532,113,844.42 -24.47% 467,138,334.52 475,801,979.65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544 0.1455 0.1532 0.78% 0.0151 0.0182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544 0.1455 0.1532 0.78% 0.0151 0.0182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4.20% 4.22% 4.34% -0.14% 0.45% 0.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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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 年末 
2017 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

末增减 
2016 年末 

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后 调整前 调整后 

总资产 
7,436,765,453.

60 

7,200,092,139.

81 

7,416,476,019.

90 
0.27% 

6,672,675,563.

61 

6,884,419,315.

1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资产 

3,181,776,718.

94 

3,095,352,559.

79 

3,171,729,644.

33 
0.32% 

2,975,592,176.

58 

3,042,995,363.

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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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48,805,127.63 2,066,194,196.90 2,116,604,888.12 2,244,916,288.9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57,482,659.09 16,145,043.11 29,800,426.54 32,425,047.5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53,240,792.11 17,323,623.88 39,586,137.05 55,442,749.33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04,618,626.90 -202,158,318.05 279,723,047.97 428,939,315.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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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8,403 

年度报告披露日

前一个月末普通

股股东总数 

36,4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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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湖南有色金属

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60.94% 536,317,548 426,384,046 

质押 0 

冻结 0 

香港中央结算

有限公司 
境外法人 1.21% 10,672,733 0 

质押 0 

冻结 0 

潘英俊 境内自然人 1.10% 9,700,100 0 
质押 0 

冻结 0 

海南金元投资 国有法人 0.77% 6,790,000 0 质押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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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股有限公司 冻结 0 

周泰成 境内自然人 0.37% 3,224,480 0 
质押 0 

冻结 0 

王增强 境内自然人 0.34% 3,029,880 0 
质押 0 

冻结 0 

白慧 境内自然人 0.25% 2,240,620 0 
质押 0 

冻结 0 

刘伟雄 境内自然人 0.25% 2,219,300 0 
质押 0 

冻结 0 

马寿良 境内自然人 0.23% 2,052,486 0 
质押 0 

冻结 0 

马寿祥 境内自然人 0.22% 1,918,613 0 
质押 0 

冻结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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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

说明（如有）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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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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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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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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是否需要遵守特殊行业的披露要求 

否 

2018 年，公司把握发展机遇，沉着应对国内外各种困难和挑战，团结一心，

奋勇拼搏，统筹深化内部改革、强化科技创新、积极开拓市场，超预期实现经

营目标，公司改革发展进入新阶段。 

2018 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81.76 亿元，同比增长 21.87%；实现归属于上

市公司股东净利润 1.36 亿元，同比增长 0.74%；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

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1.66 亿，同比增长 133%。 

（一）经营业绩创历史最高水平 

报告期内，公司在利润总额、营业收入、产品产量等主要经营指标上均创

历史新高，公司的地位和行业影响力进一步巩固。一是利润总额远超预期，二

是营收规模稳步提升，三是运营质量显著提高，四是产销规模不断扩大，产品

结构持续优化。 

（二）项目建设有序推进，核心能力实现新提升 

报告期内，围绕公司发展使命和经营战略，根据行业发展态势和市场竞争

新格局，进一步优化了公司“深蓝计划”及其推进方案，各专业产品发展思路更加

清晰，为专业产品的下一步发展提供了行动纲领。株钻精密工具产业园项目、

株硬棒型材提质扩能项目等关乎公司未来发展的重点固定资产投资项目建设正

按照工作计划加快实施。株钻公司收购 HPTec 公司股权项目为未来实现公司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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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化战略和更加清晰的专业板块管理模式打下了基础。 

（三）深层次推进内部改革，激发高质量发展活力 

报告期内，公司成功入选国企改革“双百行动”综合改革试点企业，公司紧紧

围绕“五个率先突破、一个全面加强”行动目标，紧密结合深化改革的突出问题和

重点难点，认真研究制定的《综合改革实施方案》，明确目标，确定任务。以三

项制度改革为抓手，干部管理机制进一步健全，明确干部管理序列和干部任职

交流、退二线管理办法，建立了科学高效的干部管理体系。优化企业薪酬和绩

效管理机制，切实做到收入纵向比“能增能减”、横向比“拉开差距”。结合公司本

部人员结构现状，首批制定了审计、信息、安环三个序列的专家评审方案，落

地实施新职位体系。 

（四）加大科技创新力度，擦亮高新技术金名片 

报告期内，公司科技创新体系、平台建设、区域布局与科技共享工作取得

关键性进展，一批关键技术得到突破，一批研发成果得到应用，一批新产品开

发成功，大幅提升了公司品牌影响力和行业话语权。正式启动 IPD 体系导入项

目，加大科技平台建设和区域布局。硬质合金国家重点实验室以优异成绩顺利

通过国家科技部审核，成为国家材料领域 4 个优秀重点实验室之一。科研成果

亮点纷呈，株硬公司《深孔钻削螺旋内冷孔棒材的开发》项目，打破国外同类

产品垄断；株硬公司知识产权工作再次得到国家级的认可，2018 年株硬公司被

评定国家知识产权示范企业并顺利通过了知识产权贯标认证，标准化工作再上

新高度，通过国际标准化组织提交了 2 项国际标准议案，完成 5 项国家标准的

制修订。株钻公司围绕工艺优化和产品提质做文章，加大新产品开发力度，多

项产品性能达到国际先进水平。金洲公司大焊小铣刀产品实现从无到有的突破，

无人车间改造也取得阶段性成果。自硬公司积极开展硬面材料（含热喷涂）、耐

磨产品专利布局，新增专利 30 项，提升技术软实力，顺利获得国家知识产权示

范企业授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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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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硬质合金 
2,959,114,634.59 98,780,455.03 14.71% 9.74% 44.71% -0.09% 

刀片及刀具 
1,330,485,039.13 115,500,059.32 38.26% 8.05% 48.75% 1.39% 

IT 工具 
738,487,241.74 60,712,549.20 36.24% 18.81% 60.06% 0.55% 

化合物及粉末 
2,449,246,560.49 62,987,224.44 11.33% 38.44% 50.54% -2.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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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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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公司自 2018 年 1 月 1 日采用财政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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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规定。会计政策变更导致影响

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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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计政策变更的内容和原因 受影响的报表项目名称和金额 

将应收账款与应收票据合并为“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列示 合并资产负债表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期末列示金

额 1,190,255,151.26 元 ， 年 初 列 示 金 额

1,231,053,440.52元。母公司资产负债表应收票据及

应收账款期末列示金额4,660,000.00元，年初列示金

额990,000.00元。 

将工程物资、在建工程合并为“在建工程”列示 合 并 资 产 负 债 表 在 建 工 程 期 末 列 示 金 额

186,264,918.19元，期初列示金额186,912,228.20元。

资产负债表在建工程期末列示金额和期初列示金

额无影响。 

将固定资产、固定资产清理合并为“固定资产”列示 合 并 资 产 负 债 表 固 定 资 产 期 末 列 示 金 额

2,334,601,577.73元，期初列示金额2,253,601,257.91

元。资产负债表固定资产期末列示金额1,357,197.91

元，期初列示金额1,505,533.30元。 

将应付票据和应付账款合并为“应付票据及应付账款”列示 合并资产负债表应付票据及应付账款期末列示金

额557,574,065.55元，年初列示金额864,202,383.70

元。母公司资产负债表期末列示金额1,000,380.40

元，年初列示金额1,144,957.90元。 

应付利息、应付股利计入其他应付款项目列示 合并资产负债表其他应付款期末列示金额

267,092,407.53元，年初列示金额152,648,580.73元。

母公司资产负债表期末列示金额199,992,197.24元，

年初列示金额173,505,641.43 元。 

专项应付款计入长期应付款 合并资产负债表长期应付款期末列示金额                                  
80,878,246.77 元，年初列示金额155,570,000.00元。

母公司资产负债表期末列示金额63,047,805.22元，

年初无影响。 

新增研发费用报表科目，研发费用不再在管理费用科目核算 合并利润表研发费用列示金额本期增加

175,382,480.70元，管理费用列示金额本期减少

175,382,480.70元，研发费用列示金额上期增加

173,972,136.38元，管理费用列示金额上期减少

173,972,136.38元。母公司利润表无影响。 

利润表中“财务费用”项目下增加利息费用和利息收入明细项目

列报 

合并利润表利息费用列示金额本期增加

92,816,736.93元，上期增加79,022,438.84元，利息

收入列示金额本期增加7,221,790.99元，上期增加

4,884,810.15元。利润表利息费用列示金额本期增加

22,610,090.72元，上期增加7,635,941.67元，利息收

入列示金额本期增加23,153,069.18元，上期增加

3,408,320.02 元。 

合并所有者权益变动表及所有者权益变动表新增“设定受益计划

变动额结转留存收益”项目 

对合并利润表、利润表科目，金额无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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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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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期内公司子公司株洲钻石切削刀具股份有限公司通过同一控制下企业

合并收购了 HPTec 公司。 

 

中钨高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九年四月十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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