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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132                       证券简称：恒星科技                   公告编号：2019039 

河南恒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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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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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负责人谢晓博、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张云红及会计机构负责人郅玉娜声明：保证年度报告中财务报告的真实、准确、

完整。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报告的董事会会议。 

本年度报告涉及未来计划等前瞻性陈述，不构成公司对投资者的实质承诺，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详见经营情况讨论

与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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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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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恒星科技 股票代码 0021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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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明 谢建红 

办公地址 河南省巩义市恒星工业园区 河南省巩义市恒星工业园区 

电话 0371-69588999 0371-69588999 

电子信箱 wentian01@163.com xrl67666@126.com 

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2.1 主要业务情况 

公司是金属制品领域的专业制造商，目前已形成了包括产品研发、批量制造、技术服务、产品升级的完整制造服务体系，

产品主要应用于电力电缆、邮电通讯、汽车轮胎、道路、桥梁、水坝、核电站建设及晶体硅、蓝宝石、磁性材料、精密陶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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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硬脆材料切割等领域，产品除在国内销售外，还销往亚洲、欧洲、美洲等多个国家和地区。公司正在形成以金属制品产业

为基础，光伏太阳能行业为应用方向，化工新材料行业为储备的多元化产业布局。 

2.2 主要经营模式 

2.2.1 生产模式 

公司实行以销定产的生产管理模式。公司销售部在经过合同评审后签订供货合同，按合同要求向制造部传递生产通知单，

制造部生产调度根据生产计划以及合同期限编制周、月生产计划，经批准后，由技术部门根据购货方的技术要求制定该批次

的生产工艺，生产调度根据生产工艺组织生产；由销售部按合同期限协调仓库备货、联系货运单位，按期发货。 

2.2.2 采购模式 

公司从事金属制品生产多年，与各主要供应商保持着长期稳定的商业关系，原材料供应充足、渠道畅通。公司生产所需

的钢材主要从国内各大钢厂采购，多年来已形成较为稳定的供应网络。公司的钢材采购模式主要通过向钢材制造商直接采购，

同时公司也通过向钢材代理商、钢材贸易商进行采购；少量原材料向国外厂家订单采购。 

2.2.3 销售模式 

公司主要采取业务代表直接接触客户获取订单的直销式销售模式，其次是客户预订自提的销售模式，再次是根据销售地

域和区域客户用量情况发展经销商；对外贸易主要利用电子商务平台进行相关的销售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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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否  

单位：人民币元 

 2018 年 2017 年 本年比上年增减 2016 年 

营业收入 3,014,331,960.05 3,046,175,236.90 -1.05% 2,064,455,574.5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38,825,253.35 56,591,297.91 -345.31% 105,763,109.4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164,042,191.40 -4,417,649.47 -3,613.34% 103,050,994.10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11,166,449.04 162,727,481.65 -31.69% 218,432,419.81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1 0.05 -320.00% 0.0951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1 0.05 -320.00% 0.095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4.93% 2.02% -6.95% 5.19% 

 2018 年末 2017 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减 2016 年末 

资产总额 5,488,550,361.39 6,441,380,087.56 -14.79% 4,279,205,226.3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2,817,001,673.59 2,815,108,540.54 0.07% 2,780,066,819.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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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53,286,362.69 798,647,620.52 832,446,255.04 729,951,721.8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3,360,880.62 -42,737,804.45 21,783,133.27 -121,231,462.7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574,998.62 -44,935,522.67 15,458,295.75 -135,139,963.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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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81,475,444.56 -249,164,440.46 -41,521,042.44 220,376,487.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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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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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7,467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

一个月末普通股股

东总数 

48,4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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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保军 境内自然人 21.16% 265,927,345 265,927,345 质押 260,710,700 

焦会芬 境内自然人 7.96% 100,000,000 100,000,000   

焦耀中 境内自然人 5.45% 68,425,500 68,425,500 质押 67,025,200 

中海信托股份有限公司－中海信托－恒星科

技员工持股计划集合资金信托 
其他 2.69% 33,799,814 33,799,814   

贾跃彩 境内自然人 2.64% 33,115,170 33,115,170 质押 33,107,070 

#深圳量子基金管理有限公司－量子 2 号私募

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2.14% 26,905,826 26,905,826   

谭士泓 境内自然人 1.63% 20,503,910 20,503,910 质押 13,600,000 

创金合信基金－招商银行－华鑫国际信托－

华鑫信托·华昇 13 号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其他 1.41% 17,738,100 17,738,100   

融通资本－工商银行－广东粤财信托－粤财

信托·金粤 1 号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其他 1.39% 17,493,890 17,493,890   

中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约定购回专用账户 其他 1.33% 16,690,001 16,690,001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上述股东中，谢保军、焦耀中、谭士泓为公司发起人，其中谢

保军为公司实际控制人，截至 2018 年末持有公司 21.16%的股

份。对其他股东公司未知他们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知

是否属于《上市公司持股变动信息披露管理办法》中规定的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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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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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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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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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投资者认真阅读本年度报告全文，并特别注意下列风险因素： 

1.1 宏观经济风险 

近年来，由于国内外经济运行下滑明显，实体经济在不同程度上都受到了影响，使公司在未来的生产经营活动中面临的

不确定性因素增加。 

对策：公司将密切关注国内外经济环境及国家政策的变化，及时调整企业经营策略，进一步强化内部管理，在降本增效

的同时，做好风险防范管理工作，确保企业运营的安全高效。 

1.2 原材料价格波动风险 

公司主要产品所需钢材、锌等原材料占生产成本的比重较大，其价格的波动会对公司主营产品的销售价格产生影响，进

而影响公司的盈利能力。 

对策：公司将密切关注原材料相关市场的波动，提高原材料采购管理水平，依据自身生产、销售需要合理控制采购和库

存；同时加强供应链管理，降低成本，来削减因原材料价格波动产生的不利影响。 

1.3 市场竞争风险 

由于经济下行压力较大，公司部分产品面临的市场竞争日益激烈，部分产品的销售价格随着产品普及规模化推广，存在

产品价格下降的风险，将给企业的持续发展带来挑战。 

对策：公司将充分利用长期在行业内积累的品牌、技术、管理、客户资源等方面的优势，不断调整和优化产品结构，巩

固和扩大市场份额，不断提高主营业务产品盈利能力，增强企业抵御市场竞争风险的水平。 

1.4 应收账款风险 

由于受到经济和行业形势的影响，公司产品应收账款居高不下，增加了公司的应收账款和现金流风险。 

对策：公司将持续做好客户信用信息的收集和评价工作，不断完善客户信用记录档案，优先与信用水平较高、偿还能力

较强的客户合作，降低应收账款坏账风险。同时，针对现有的应收账款，进行分类处理，提高回款速度，进一步降低货款回

收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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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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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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镀锌钢绞线 513,432,761.15 78,485,166.32 15.29% -16.79% -25.61% -1.81% 

镀锌钢丝 80,273,937.77 16,460,183.16 20.51% 12.21% 27.41% 2.45% 

胶管钢丝 271,759,634.03 44,108,895.09 16.23% 286.20% 418.48% 4.14% 

钢帘线 922,203,286.68 138,906,285.27 15.06% 29.04% 59.65% 2.89% 

预应力钢绞线 959,070,321.19 133,041,582.46 13.87% -7.85% 0.28% 1.12% 

超精细钢丝 1,846,794.56 -402,401.32 -21.79% -98.50% -101.16% -49.85% 

金刚线 45,981,102.01 11,963,774.69 26.02% -0.85% -65.20% -48.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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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期内，归属于上市公司普通股股东的净利润-13,882.53 万元，较上年同期下降-345.31%。主要系：1、根据《企业会

计准则》、中国证监会《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 3 号-财务报表附注中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减值的披露》及

企业会计估计制度，出于谨慎性考虑，公司对原全资子公司鼎恒投资所持有的“大洋电机”股票截止 2018 年 9 月 30 日公允

价值低于年初账面价值部分计提资产减值准备 7,367.63 万元；2、受“531”光伏政策的影响，恒星新材料自 2018 年 7 月开

始停产，在建工程及固定资产处于停建或停用状态，结合对其进行的可变现净值预测，计提在建工程减值准备 15,177.05 万

元，固定资产减值准备 3,979.24 万元，减少公司 2018 年度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11,637.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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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报告期无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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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报告期无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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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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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期内，公司新设立全资子公司内蒙古恒星化学有限公司、香港龙威实业有限公司、巩义市恒星光伏有限公司、深圳

恒昶达实业发展有限公司,通过分立取得的河南恒成通科技有限公司，上述公司纳入本公司合并范围；报告期内，公司出售

全资子公司鼎恒投资控股有限公司，对控股子公司河南恒星新材料有限公司实施分立，该两个公司不再纳入本公司合并范围。 

（4）对 2019 年 1-3 月经营业绩的预计 

□ 适用 √ 不适用  

 

 

                                     河南恒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谢晓博 

 批准报出日期：2019年4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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