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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297                           证券简称：博云新材                           公告编号：2019-068 

湖南博云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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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异议声明 

姓名 职务 内容和原因 

声明 

除下列董事外，其他董事亲自出席了审议本次半年报的董事会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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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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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博云新材 股票代码 0022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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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曾光辉 张爱丽 

办公地址 湖南省长沙市岳麓区雷锋大道 346 号 湖南省长沙市岳麓区雷锋大道 346 号 

电话 0731-85302297 0731-85302297 

电子信箱 hnboyun@hnboyun.com.cn hnboyun@hnboyun.com.cn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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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元） 162,507,743.11 276,543,855.54 -41.2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7,275,103.25 4,803,962.27 -251.4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的净利润（元） 
-16,694,184.22 -1,229,296.21 -1,258.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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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51,185,581.11 28,617,438.51 -278.86%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154 0.0102 -250.98%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154 0.0102 -250.98%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0.47% 0.31% -0.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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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41,451,094.36 2,191,520,277.10 -2.2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1,534,595,641.28 1,541,870,744.53 -0.47%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53,0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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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南大学粉末冶金工程研究中心有

限公司 
国有法人 15.38% 72,472,129 0   

湖南大博云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 

境内非国有法

人 
11.22% 52,863,962 0   

湖南湘投高科技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9.50% 44,780,202 0   

郭伟 境内自然人 3.44% 16,223,472 0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国有法人 1.00% 4,728,900 0   

应光亮 境内自然人 0.90% 4,258,800 0   

莫海 境内自然人 0.89% 4,200,000 0   

熊翔 境内自然人 0.39% 1,836,000 0   

张利 境内自然人 0.33% 1,561,200 0   

莫朦朦 境内自然人 0.27% 1,276,310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无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明（如有） 

公司前 10 名股东应光亮通过投资者信用账户持有公司股票 879,500

股，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 3,379,300 股，普通证券账户及投资者信用

账户合计持有 4,258,800 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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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实际控制人名称 湖南省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变更日期 2019 年 07 月 12 日 

指定网站查询索引 
详见披露于指定媒体和巨潮资讯网上的《关于粉冶中心增资扩股完成工

商登记变更暨公司实际控制人变更的公告》（公告编号：2019-060） 

指定网站披露日期 2019 年 07 月 1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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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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年上半年，公司实现营业总收入16,250.77万元，较上年同期减少41.24%；实现营业利润-610.67

万元，较上年同期减少143.88%；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727.51万元，较上年同期减少251.44%。

2019年上半年营业收入减少的主要原因为：硬质合金板块市场下滑及公司于2018年10月出售所持博云汽车

控股权使得博云汽车于2019年不再纳入合并报表范围所致，利润下降主要系公司硬质合金板块的市场及利

润下降所致。 

炭/炭复合材料产品方面，公司航空航天产品市场份额稳步上升，趋势向好。炭/炭复合材料事业部共

开展了包括多型号炭陶刹车盘组件的研制、民用飞机炭刹车副的制造及维修项目、大推力固体火箭发动机

用炭/炭复合材料的研制等8个产品开发项目。其中，某型号民用飞机炭刹车副产品于2019年5月取得许可证，

已交付客户使用；研制的大型固体火箭发动机用大尺寸炭/炭复合材料产品，2019年1月成功通过了地面热

试车考核。其它项目均按开发计划稳步推进。在市场开拓方面，以“多渠道、多元化、多方位”为指导，积

极拓展，顺利完成年初既定的销售目标。 

粉末冶金材料产品方面，公司粉末新材料事业部正在开展包括农机和矿山机械干式摩擦片在内的七个

型号新产品研发试制，其中已有四个型号提交客户试验件装机试用。无人机刹车副的两项专利于2019年5

月获得批准。 

机轮刹车产品方面，公司全资子公司长沙鑫航在市场拓展方面尚未取得大的突破，为此，长沙鑫航将

采取多种措施以改变当前的市场地位：1、针对所处行业用户特点和航空军工产品要求，对市场进行细分，

针对优势细分市场积极开拓争取，努力形成自身优势市场；2、积极开展新型号新产品的研发试制；3、对

于潜在客户积极沟通联系，通过与潜在客户建立沟通渠道、提供试用产品等方式加强客户联系，挖掘客户

需求；4、进一步充实、整合市场开拓力量，加大市场开发力度，提高售后服务水平和响应速度。以争取

在未来几年内能在市场拓展方面取得实质性进展。长沙鑫航目前正在开展十个重点新型号的新产品研发试

制；某型歼击机改进产品于2019年1月份通过设计鉴定评审，某型无人机于2019年6月份通过了装机试验。 

高性能硬质合金材料方面，受市场竞争激烈的影响，公司控股子公司博云东方2019年上半年的营业收

入及净利润下降幅度大，为此，博云东方积极开展了产业链下游延伸、高附加值产品研发与市场拓展等工

作，以争取在未来能逐步抵消现有业务下滑的不利影响。 

稀有金属粉体材料方面，受产品及原材料价格波动的影响，公司全资子公司伟徽新材实现的净利润同

比下降幅度较大，但与行业内其他公司相比仍维持在了一个较好的销售净利润率水平和较高的市场份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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伟徽新材坚持以市场为主导，技术领先为基础，不断巩固和扩展市场。报告期内，伟徽新材积极了解与掌

握行业发展动态，依据客户需求，开展了稀有金属碳化物粉末多项新工艺的研发项目，以保证公司在细分

行业中的技术领先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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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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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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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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