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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132                        证券简称：恒星科技                        公告编号：2017037 

河南恒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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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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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 是 √ 否  

公司经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的普通股利润分配预案为：以 1,256,774,426 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0.50 元（含

税），送红股 0 股（含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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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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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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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密陶瓷等

硬脆材料切割等领域，产品销往亚洲、欧洲、美洲等多个国家和地区。 

公司所处的金属制品行业竞争较为充分，竞争对手主要来自行业内的其他相关企业，包括镀锌钢绞线、钢帘线、预应力钢绞

线、切割钢丝、金刚线及光伏产品的制造厂商。相比于竞争对手，公司在行业规模、产品结构、研发能力、产品服务、人才

建设等方面具有显著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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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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是否因会计政策变更及会计差错更正等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单位：人民币元 

 2016 年 2015 年 本年比上年增减 2014 年 

营业收入 2,064,455,574.55 1,735,798,925.07 18.93% 1,876,574,822.3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05,763,109.45 39,491,425.67 167.81% 45,483,900.0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103,050,994.10 36,531,725.04 182.09% 37,143,902.29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18,432,419.81 117,458,302.77 85.97% 321,117,141.11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9 0.04 125.00% 0.08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9 0.04 125.00% 0.08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5.89% 2.46% 3.43% 3.90% 

 2016 年末 2015 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减 2014 年末 

资产总额 4,279,205,226.37 2,813,835,879.39 52.08% 3,418,554,055.8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2,780,066,819.23 1,783,621,782.34 55.87% 1,190,001,348.30 

注:公司报告期内,以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2015 年度每股收益重新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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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90,562,927.67 501,574,768.14 548,779,094.71 623,538,784.0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6,264,287.97 40,961,177.70 24,902,288.18 23,635,355.6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16,045,016.60 40,673,011.49 24,864,813.78 21,468,152.23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41,844,334.38 117,071,601.73 26,636,612.61 32,879,87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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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5,875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

一个月末普通股股

东总数 

45,8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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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12% 365,927,345 365,927,345 质押 258,346,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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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耀中 境内自然人 6.50% 81,685,500 81,685,500 质押 80,130,4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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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82% 60,606,060 60,606,0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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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9% 31,313,131 31,313,131   

谭士泓 境内自然人 2.47% 31,043,910    

贾跃彩 境内自然人 2.45% 30,787,070 30,707,070 质押 30,707,070 

中原期货股份有限公司－中原期货－

水星 2 号资产管理计划 
其他 1.61% 20,202,020 20,202,020   

华宝信托有限责任公司 国有法人 1.56% 19,595,959 19,595,959   

民生加银基金－平安银行－民生加银

万思定增宝 9 号资产管理计划 
其他 1.49% 18,787,879 18,787,879   

谢仁国 境内自然人 1.33% 16,698,5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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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有公司 29.1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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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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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1、报告期经营情况简介 

本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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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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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是否需要遵守特殊行业的披露要求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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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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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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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企业的持续发展带来了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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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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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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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镀锌钢绞线 481,119,192.78 104,481,898.32 21.72% 1.50% -5.02% -1.49% 

镀锌钢丝 79,973,408.40 20,123,701.73 25.16% -16.74% -25.98% -3.14% 

胶管钢丝 25,379,381.73 6,906,434.93 27.21% -27.78% -19.42% 2.82% 

钢帘线 656,360,607.56 143,777,849.81 21.91% 38.24% 162.97% 10.39% 

预应力钢绞线 512,303,570.94 88,241,630.24 17.22% 15.11% 14.68% -0.07% 

超精细钢丝 249,730,859.28 92,932,401.86 37.21% 42.26% 62.73% 4.68% 

其他金属制品 42,724,703.29 6,184,712.65 14.48% 96.76% 51.31% -4.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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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期内，公司主营产品产销量大幅增加，且产品综合毛利率较去年有所上升，使公司的营业利润、利润总额、归属于上市

公司股东的净利润等均有所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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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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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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公司全资子公司鼎恒投资控股有限公司投资认购天弘基金-鼎恒-定增131号资产管理计划，公司子公司为该资产管理计划

唯一进取级份额认购投资人，2016年1月起该资产管理计划纳入本公司合并范围。 

（4）对 2017 年 1-3 月经营业绩的预计 

√ 适用 □ 不适用  

2017 年 1-3 月预计的经营业绩情况：净利润为正，同比上升 50%以上 

净利润为正，同比上升 50%以上 

2017 年 1-3 月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变

动幅度 
50.00% 至 100.00% 

2017 年 1-3 月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区

间（万元） 
2,439.64 至 3,252.86 

2016年 1-3月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万

元） 
1,626.43 

业绩变动的原因说明 随着公司产品综合毛利率和销量的提升，企业盈利水平有所增加。 

 

 

 

                                                        

 河南恒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谢晓博 

                                                       批准报出日期：2017 年 3 月 2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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