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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300179                                证券简称：四方达                        公告编号：2019-071 

河南四方达超硬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一、重要提示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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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年度报告全文。 

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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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年报的董事会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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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方达 股票代码 3001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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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海兵 曹要杰 

办公地址 
河南自贸试验区郑州片区（经开）第十大

街 109 号 

河南自贸试验区郑州片区（经开）第十大

街 109 号 

电话 0371-66728022 0371-66728022 

电子信箱 sr@sf-diamond.com sr@sf-diamond.com 

2、主要财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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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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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元） 244,687,229.11 175,756,524.99 39.2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50,802,226.16 34,478,688.72 47.3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后的净利润（元） 
46,801,029.99 31,185,943.41 50.07%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67,954,946.27 41,397,185.02 64.15%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018 0.0708 43.79%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018 0.0708 43.79%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5.97% 4.06% 增加 1.91 个百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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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82,820,346.69 1,086,680,211.24 -0.3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858,176,158.82 844,699,958.35 1.60%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报告期末股东总数 29,1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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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方海江 境内自然人 28.01% 139,610,024 104,707,517 质押 76,107,086 

付玉霞 境内自然人 6.86% 34,201,365 25,651,024 质押 23,940,000 

傅晓成 境内自然人 3.41% 17,011,895 12,758,921 质押 15,470,000 

邹淑英 境内自然人 2.57% 12,805,786 0   

方春凤 境内自然人 1.67% 8,324,197 6,243,148 质押 6,810,804 

邹桂英 境内自然人 1.58% 7,854,455 0   

杨国栋 境内自然人 1.48% 7,398,197 120,000 质押 3,960,000 

中央汇金资产管

理有限责任公司 
国有法人 0.93% 4,656,300 0   

张淑英 境内自然人 0.75% 3,723,899 0   

程鹏 境内自然人 0.70% 3,468,031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

说明 

方海江先生与付玉霞女士为夫妻关系；方海江先生与方春凤女士为兄妹关系；傅晓成先

生与付玉霞女士为兄妹关系；杨国栋先生是方海江先生姐姐的配偶；邹淑英女士、邹桂

英女士为姐妹关系。未知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 

4、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控股股东报告期内变更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控股股东未发生变更。 

实际控制人报告期内变更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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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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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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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在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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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期内，国际大经济体间的博弈带来国际贸易形势的不确定性增加，国际经济环境复

杂多变，行业内竞争态势日益加剧。公司在以董事长方海江先生为核心的高层领导战略部署

下，紧紧围绕全年经营目标，审时度势，多措并举，坚持客户导向、求实创新、诚实守信、

合作共赢的核心价值观，对外积极抢抓市场机遇，扩大国内外市场规模，对内挖潜增效、去

存降本，持续变革创新，提升产品品质，进一步优化产品结构、提升生产经营效率，促进公

司可持续健康发展。 

1、持续聚焦大客户战略，提升快速交付能力 

报告期内，公司继续深入推行大客户导向的企业经营战略，同时立足客户需求，倡导全

员客户意识，以“为客户创造更大价值”为出发点，深刻理解和挖掘客户本质需求，专业、快

速满足客户需求，优化服务流程，提高内部反应及产品交付速度，为客户提供最佳体验，实

现与客户共赢目标。国内外大客户开发稳步推进，2019年1月—6月，油气开采类产品实现销

售收入14,196.14万元,同比增长81.74%。 

2、加大研发创新力度，增强企业核心竞争力 

报告期内，公司继续加大在研发领域的创新投入，研究与开发费用投入总额1,918.14万元，

同比增长36.27%。通过优化研发管理体系，加快产品迭代速度，提升产品品质，持续增强公

司产品市场竞争力。同时大力鼓励全员创新，打破惯性思维，主动学习、应用先进的专业方

法和工具，持续提升工作效率和业务实效。上半年，公司新获得发明专利2项、实用新型专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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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项。 

3、推进订单运营及精益管理，助力企业管理转型 

报告期内，公司搭建精益推进架构，导入精益理念，运用精益方法工具对生产系统管理

模式进行创新，变革生产组织模式，通过产品分类、计划管理、订单管理、库存管理4个维度，

逐步实现公司各项业务的良性循环，提升整体运营效率，促进公司管理转型发展。 

4、紧抓质控管理工作，提升产品运营效率 

报告期内，面对大幅增长的订单压力，公司仍坚定不移地按照质量管理体系的标准要求，

通过加大对产品生产全过程的监控力度，持续提升产品质量稳定性。同时公司进一步优化生

产工艺布局，充分发挥设备能效，提高生产运营效率，确保客户产品高质量快速交付。 

5、深入诠释企业价值观内涵，夯实企业文化基础 

报告期内，公司进一步深化“客户导向、求实创新、诚实守信、合作共赢”核心价值观的诠

释，建立明确的价值观正面与负面日常行为标准，激发全员的服务意识、创新意识、责任意

识、协作意识，有效提升员工凝聚力，不断提高员工能力和绩效，助推企业持续健康发展。 

6、聚力梯队建设，筑牢人才基石 

报告期内，公司对人才梯队建设进行了全面的诊断、梳理，通过对现有人才的盘点，制

定科学、有效的后备人才培养体系，确保各类人才持续供给。同时公司结合内外部因素，搭

建具有竞争力的职级薪酬体系，通过完备的职级晋升发展通道，激发员工内生动力，推动企

业发展战略目标的实现。 

7、构建企业风险三道防线，加强企业内部风险防控 

报告期内，公司构建全业务流程风险控制的三道防线，从业务管理、职能管理、审计监

察方面着手，开展全面风险识别与风险防控能力提升工作，建设全方位风险控制体系，将风

险管理融入到企业日常业务流程中，持续提高组织抗风险能力，为企业发展保驾护航。 

8、严格按照《子公司管理制度》，加强投资管理，强化对子公司的管控力度，对其各项

经营活动进行全面、有效的监督管理，提高公司的对外投资效果，促进子公司经营业绩的提

升。 

报告期内，公司共实现营业收入24,468.72万元，同比增长39.22%；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净利润5,080.22万元，同比上升47.34%。公司产品综合毛利率为56.29%，同比上升8.33

个百分点。 



河南四方达超硬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5 

2、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1）与上一会计期间财务报告相比，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说明 

√适用 □ 不适用  

重要会计政策变更 

会计政策变更的内容和原因 审批程序 备注 

企业会计准则第 14 号-收入 经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 详见其他说明（1） 

企业会计准则第 22 号-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 经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 详见其他说明（2） 

列报格式变更对本公司的影响 经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 详见其他说明（3） 

其他说明： 

（1） 执行新收入准则对本公司影响：  

本公司于2019年1月1日起执行财政部于2017年7月5日修订发布的《企业会计准则第14号——收入》，

以下简称新收入准则，准则规定执行本准则的企业应当根据累计影响数，调整首次执行本准则当年年初留

存收益及财务报表其他项目金额，对可比期间信息不予以调整。基于本公司的评估，本公司执行新收入准

则未对本公司现有的收入确认产生重大影响，不需对本年年初留存收益进行调整。 

（2）执行新金融工具准则对本集团影响  

本公司自2019年1月1日起执行财政部于2017年3月修订发布的《企业会计准则第22号——金融工具确

认和计量》、《企业会计准则第23号--金融资产转移》、《企业会计准则第24号-套期会计》、《企业会计

准则第37号-金融工具列报》，以下简称新金融工具准则，准则规定在准则实施日，企业应当按照规定对金

融工具进行分类和计量，涉及前期比较财务报表数据与本准则要求不一致的，本公司未调整可比期间信息。

金融工具原账面价值和在本准则实施日的新账面价值之间的差额，计入2019年1月1日留存收益、其他综合

收益及财务报表其他项目。此会计变更事项影响期初所有者权益减少。本公司原在可供出售金融资产中核

算的项目根据资产性质重分类为债权投资和其他权益工具投资。 

① 执行新金融工具准则对本期期初资产负债表（合并）相关项目的影响列示如下： 

项目 2018年12月31日 

影响金额 

2019年1月1日 
分类和计量影响 减值影响 小计 

  应收账款 
135,559,624.95      -3,998,638.08    -3,998,638.08  131,560,986.87 

  债权投资 
  4,810,804.86      4,810,804.86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69,546,321.82 -69,546,321.82        

  其他权益工具投资 
  64,735,516.96      64,735,516.96 

  递延所得税资产 
16,883,588.99   750,216.65 750,216.65 17,633,805.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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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分配利润 
248,702,778.94   -3,214,576.72 -3,214,576.72 245,488,202.22 

 

② 执行新金融工具准则对本期期初资产负债表（母公司）相关项目的影响列示如下：  

 

项目 2018年12月31日 
影响金额 

2019年1月1日 
分类和计量影响 金融资产减值影响 小计 

  应收账款 151,860,247.81      -2,494,428.67     -2,494,428.67  149,365,819.14 

  债权投资  4,810,804.86       4,810,804.86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69,546,321.82 -69,546,321.82         

  其他权益工具投资  64,735,516.96       64,735,516.96 

  递延所得税资产 7,820,736.14          374,164.30         374,164.30  8,194,900.44 

  未分配利润 258,867,026.27      -2,120,264.37     -2,120,264.37  256,746,761.90 

 

（3）列报格式变更对本公司的影响 

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第30 号——财务报表列报》的规定进行，本次报表格式会计政策变更，除上述

准则涉及项目变更外，将“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拆分为“应收账款”与“应收票据”列示，将“应付票

据及应付账款”拆分为“应付账款”与“应付票据”列示，其他列报格式的变更对本公司财务报表无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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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上一会计期间财务报告相比，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更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 

 

 

 

 

河南四方达超硬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方海江 

二零一九年七月十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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