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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300428                          证券简称：四通新材                          公告编号：2017-023 号 

河北四通新型金属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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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异议声明 

姓名 职务 无法保证本报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的原因 

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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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华普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本年度公司财务报告的审计意见为：标准的无保留意见。 

本报告期会计师事务所变更情况：公司本年度会计师事务所由变更为华普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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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经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的普通股利润分配预案为：以 242,400,000 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0.83 元（含

税），送红股 0 股（含税），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转增 0 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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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通新材 股票代码 3004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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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志国 陈美便 

办公地址 保定市清苑区发展路西街 359 号 保定市清苑区发展路西街 359 号 

传真 0312-5806515 0312-5806515 

电话 0312-5806816 0312-5806816 

电子信箱 Lizhiguo@stnm.com.cn Chenmeibian@stnm.com.cn 

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公司始创于1998年，是专业研发、制造、销售金属晶粒细化、金相变质、元素添加和金属净化等功能中间合金新材料的

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是国内最大的中间合金生产企业之一。公司的主营业务收入主要来自于铝基中间合金的生产和销售，

产品种类超过100多种。公司产品按照客户的规格和质量标准定制化生产，产品主要用于汽车、高铁、航空航天、军工、电

力电子、建筑建材、食品医药包装等终端产品所需的中高端铝材加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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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过多年的技术研究和产品开发，部分产品在技术指标上达到了国际先进水平，取得了较高的国内市场份额，并逐步替

代部分进口产品。目前国内企业的规模和档次参差不齐，产业升级迫在眉睫，行业集中度需要大幅提高，在应对国外同行业

竞争的同时，还要满足我国汽车、高铁、航空航天、船舶、军工、电力电子、建筑铝型材、食品医药包装等所需中高端铝材

对高品质铝基中间合金的市场需求。 

    随着全球铝合金行业的不断发展和用户需求的不断变化，铝基中间合金产品的研发难度日益增加，公司将继续加大科技

资金投入，通过自主研发、合作开发和购买专利等途径不断提升技术实力，不断增强企业的核心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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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98,621,601.09 745,991,965.15 20.46% 695,970,910.4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69,916,422.73 62,126,563.54 12.54% 58,301,565.7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72,027,609.30 56,384,032.43 27.74% 52,085,082.05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30,398,793.30 16,149,644.46 88.23% 24,931,869.96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29 0.27 7.41% 0.96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29 0.27 7.41% 0.96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1.38% 11.71% -0.33% 21.98% 

 2016 年末 2015 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减 2014 年末 

资产总额 732,281,942.34 703,389,115.23 4.11% 494,640,253.8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624,905,057.65 631,021,633.87 -0.97% 295,903,968.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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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2,354,584.95 211,043,436.30 226,607,591.39 278,615,988.4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5,655,198.61 18,634,755.26 16,226,503.59 19,399,965.2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13,973,503.00 17,988,638.28 17,525,913.78 22,539,554.24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8,704,801.77 36,911,698.42 -7,701,882.95 29,893,779.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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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885 

年度报告披露

日前一个月末

普通股股东总

数 

23,7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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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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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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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臧永兴 境内自然人 11.88% 28,800,000 28,800,000 质押 22,000,000 

臧娜 境内自然人 11.14% 27,000,000 27,000,000   

臧永建 境内自然人 11.14% 27,000,000 27,000,000 质押 18,000,000 

臧亚坤 境内自然人 11.14% 27,000,000 27,000,000 质押 14,000,000 

臧立国 境内自然人 9.91% 24,012,000 24,012,000   

臧永奕 境内自然人 7.43% 18,000,000 18,000,000   

臧永和 境内自然人 7.43% 18,000,000 18,000,000   

陈庆会 境内自然人 2.47% 5,994,000 5,994,000   

刘霞 境内自然人 1.73% 4,194,000 4,194,000   

李峰 境内自然人 0.20% 497,920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

动的说明 

除股东李峰外，上表中其他股东均为臧氏家族成员，签署了《一致行动人协议》为一致行动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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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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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公司债券基本信息 

债券名称 债券简称 债券代码 到期日 债券余额（万元） 利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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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公司债券最新跟踪评级及评级变化情况 

（3）截至报告期末公司近 2 年的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单位：万元 

项目 2016 年 2015 年 同期变动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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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期内公司经营继续保持稳步发展势头，积极开拓国内、外市场。2016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898,621,601.09元，比去年同

期增长20.46%；实现营业利润79,097,613.42元，比去年同期增长22.13%；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69,916,422.73元，比去

年同期增长12.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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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间合金 844,293,333.89 77,547,901.38 14.55% 16.64% 22.64% 1.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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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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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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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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告期内，四通新材以现金方式收购约翰•考特尼、凯瑟琳•考特尼及理查德•考特尼合计持有的海湾进口有限公司70%的股

权，以签署《卖出期权协议》的方式收购约翰•考特尼、凯瑟琳•考特尼及理查德•考特尼持有的海湾进口有限公司30%的股权，

此次收购，使海湾进口有限公司作为公司的新增子公司，纳入会计报表的合并范围。 

 


	一、重要提示
	二、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简介
	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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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分季度主要会计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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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10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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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公司债券基本信息
	（2）公司债券最新跟踪评级及评级变化情况
	（3）截至报告期末公司近2年的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三、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1、报告期经营情况简介
	2、报告期内主营业务是否存在重大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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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是否存在需要特别关注的经营季节性或周期性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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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面临暂停上市和终止上市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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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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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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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