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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300428                          证券简称：四通新材                          公告编号：2018-008 号 

河北四通新型金属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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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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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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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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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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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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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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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拥有超过100种的铝基中间合金产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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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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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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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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单位：人民币元 

 2017 年 2016 年 本年比上年增减 2015 年 

营业收入 1,149,958,812.65 898,621,601.09 27.97% 745,991,965.1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04,779,266.74 69,916,422.73 49.86% 62,126,563.5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72,406,858.26 72,027,609.30 0.53% 56,384,032.43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1,311,357.11 30,398,793.30 -29.89% 16,149,644.46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43 0.29 48.28% 0.27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43 0.29 48.28% 0.27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5.77% 11.38% 4.39% 11.71% 

 2017 年末 2016 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减 2015 年末 

资产总额 895,179,745.72 732,281,942.34 22.25% 703,389,115.2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710,595,138.81 624,905,057.65 13.71% 631,021,633.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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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1,159,454.49 268,643,303.78 268,285,298.29 341,870,756.0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8,158,240.06 17,970,032.73 34,617,486.69 34,033,507.2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18,001,720.25 16,886,512.51 15,503,310.54 22,015,314.96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2,759,693.51 24,086,561.30 43,951,859.63 -33,967,370.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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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614 

年度报告披露

日前一个月末

普通股股东总

数 

18,6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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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600,000 

臧娜 境内自然人 11.14% 27,000,000 27,000,000 质押 4,2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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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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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臧永和 境内自然人 7.43% 18,000,000 18,000,000 质押 4,200,000 

臧永奕 境内自然人 7.43% 18,000,000 18,000,000 质押 12,75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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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78,908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

动的说明 

除股东李峰以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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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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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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1,149,958,812.65元，比去年同期增长27.97%；实现营业利润111,099,578.83元，比去年同期增长

47.81%；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104,779,266.74元，比去年同期增长49.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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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87,687,934.64 132,495,380.04 12.18% 28.83% 7.86% -2.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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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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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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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告期内合并财务报表范围变化本期新增子公司： 

 

子公司名称 成立时间 注册地 注册资本（万元） 投资金额（万元） 股权比例 取得方式 

天津四通股权投

资基金管理有限

公司 

2017.2.8 天津 1,000.00 1,000.00 100.00% 新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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