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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0693                                证券简称：ST 华泽                    公告编号：2018-087 

成都华泽钴镍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年度报告摘要 

一、 重要提示 

   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除独立董事张莹、监事杨源新外）保证年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

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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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和原因 

张莹 独立董事 

对《2017 年年度度报告》投了弃权票，弃权理

由如下：年报审计机构对公司 2017 年多项财务

有关重大方面的内容无法获取充分适当的审计

证据，进而出具无法表示意见的审计意见。 

杨源新 监事 

对《2017 年年度报告》投了反对票，反对理由

如下：由于对年度财务数据无法保证真实完整，

基于对华泽公司的现状，不是勤免尽责就能办

得到的。 

声明 

1、独立董事张莹无法保证本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对《2017 年度报告》投了弃权票，请投资者特别关注。2、监

事杨源新无法保证本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对《2017 年度报告》投了反对票，请投资者特别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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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武坚 独立董事 个人原因 张志伟 

非标准审计意见提示 

√ 适用 □ 不适用  

亚太（集团）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本公司出具了无法表示意见的审计报告，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对相关事项

已有详细说明，请投资者注意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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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T 华泽 股票代码 0006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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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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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公地址 
四川省成都市温江区凤溪大道北段 666 号

双子国际写字楼西楼 1512 室 
 

传真 028-86758751        029-88310063-8049  

电话 028-86758751        029-88310063-8051  

电子信箱 hzdshms@163.com  

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公司从事的主要业务是低镍镍铁、硫酸镍及副产品的生产、销售以及相关

有色产品的经营贸易。低镍镍铁主要供应各大钢厂、不锈钢、高镍合金、合金

钢等行业；硫酸镍主要供应电镀工业、镍镉电池以及三元材料等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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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溯调整或重述原因 

会计差错更正 

单位：人民币元 

 2017 年 
2016 年 

本年比上年增

减 
2015 年 

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后 调整前 调整后 

营业收入 390,855,934.79 
2,056,436,408.

18 

2,056,436,408.

18 
-80.99% 

8,508,137,089.

30 

8,508,137,089.

3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 

-2,287,795,215.

82 

-404,245,347.5

5 

-401,607,704.9

9 
669.66% 

-155,416,362.2

4 

-155,416,362.2

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

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2,225,200,200.

64 

-359,780,056.7

5 

-357,142,414.1

9 
454.07% 

-120,879,119.8

7 

-120,879,119.8

7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

额 
-1,274,911.79 

-806,641,555.8

4 

-806,641,555.8

4 
99.84% 6,888,633.92 6,888,633.92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4.2094 -0.6769 -0.7389 469.68% -0.2860 -0.2860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4.2094 -0.6769 -0.7389 469.68% -0.2860 -0.286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58.03% -38.33% -38.33% 312.29% -11.64% -11.64% 

 2017 年末 
2016 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

末增减 
2015 年末 

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后 调整前 调整后 

总资产 
1,707,121,106.

89 

3,809,509,417.

77 

3,797,609,573.

06 
-55.05% 

5,432,360,612.

11 

1,256,868,120.

7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

产 

-1,444,755,397.

86 
852,556,645.47 843,698,144.05 -271.24% 

1,256,868,120.

70 

1,256,868,120.

70 

会计政策变更的原因及会计差错更正的情况 

差错更正的内容 批准处理情况 受影响的比较期间报表项目 累积影响数 1、调整跨期入账 本项差错经公司董事

会审议通过，本期采用追溯重述法对该项差错进行了更正 货币资金 -251,239.69  短期借款 -251,211.72 

 财务费用 27.97  未分配利润 -27.972、企业在 2017 年补开金川迈科金属资源有限公司 2015 年销售的发票 

 预收账款 -616,221.20  应交税费 89,536.41  年初未分配利润 526,684.793、根据企业与陈胜利诉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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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应付陈胜利 2015 年的工资  应付职工薪酬 374,223.75  年初未分配利润 -374,223.754、根据王世捷诉讼，

调整借款金额和借款利息  其他应付款 -1,000,000.00  财务费用 -2,359,950.81  应付利息

 -1,359,950.81  未分配利润 2,359,950.815、2017年缴纳 2016年的印花税 2036.27，张磊的诉讼显示少计提 2016

年工资 244 元  税金及附加 2,036.27  管理费用 244.01  应交税费 2,036.28   应付职工薪酬

 244.00   未分配利润 -2,280.286、根据企业与大信签订的关于关联方资金占用专项审核终止协议，剩余 70%

的费用不在支付，发生的费用止于已经支付的 30%的费用  管理费用 -280,000.00  其他应付款

 -280,000.00  未分配利润 280,000.007、将开发支出转入以前年度管理费用。  开发支出

 -11,648,605.02  年初未分配利润 -11,648,605.028、调整 2016-12-294#凭证，2016 年不应将应收青海担保的 301

万元保证金确认为营业外支出，而应改为计提资产减值损失。  资产减值损失 3,010,000.00  营业外支出
 -3,01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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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7,531,139.76 48,724.11 1,904,906.41 41,371,164.5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40,615,655.68 -34,259,857.60 -40,619,046.80 -2,172,300,655.7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40,615,655.68 -36,012,055.14 -34,013,751.04 -2,114,558,738.78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853,113.91 -563,238.03 -997,222.53 -567,565.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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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5,853 

年度报告披露日

前一个月末普通

股股东总数 

65,8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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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辉 境内自然人 19.77% 107,441,716 107,441,716 
质押 107,441,716 

冻结 107,441,716 

王涛 境内自然人 15.49% 84,191,525 84,191,525 
质押 84,191,525 

冻结 84,191,525 

北京康博恒智

科技有限责任

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9.87% 53,654,164 44,019,469 

质押 44,019,469 

 53,654,164 

陕西飞达科技

发展有限责任

公司 

国有法人 3.51% 19,065,170 19,065,170 质押 19,065,170 

深圳市聚友网

络投资有限公

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3.46% 18,779,062 18,779,062 质押 18,779,062 

洪秋婷 境内自然人 0.99% 5,370,000    

航天科技财务 境内非国有 0.91% 4,950,000 4,950,000 质押 4,95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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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限责任公司 法人 

成都中益实业

投资发展有限

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0.85% 4,612,500    

孟迪丽 境内自然人 0.75% 4,086,500    

中国农业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

四川省分行 

国有法人 0.41% 2,227,500 2,227,500 质押 2,227,5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

动的说明 
未知上述股东之前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知上述股东是否构成一致行动人。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

说明（如有） 

公司股东洪秋婷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 0 股，通过投资者信用账户持有 5,370,000 股，实际

合计持有 5,370,000 股；公司股东成都中益实业投资发展有限公司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 0 

股，通过投资者信用账户持有 4,612,500 股，实际合计持有 4,612,500 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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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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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是公司发展的最困难之年，加之国际经济下行压力继续增大，国内经济处于L型

底部区域，镍价继连续下跌至13年以来的最低价后，镍行业遭遇历史上最寒冷最漫长的冬天，

企业普遍亏损，国外镍生产企业纷纷减产，国内生产企业有的停产，有的亏损前行。 

    疲软的市场，减弱的市场需求和不断加大的经营风险；大股东关联方占用资金,使其公司

的经营雪上加霜、停滞不前；大面积的员工欠薪，使得整个团队的运营举步维艰、如履薄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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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监管机构的关注、调查及合同纠纷的影响，使公司疲惫不堪。 

报告期内，实现营业收入39,085.5万元，与去年同比降低81%；利润总额228,779.52万元，

与去年同比增加477.55%；归属于母公司净利润-228779.52万元，与去年同比增加469.66%。 

        报告期内，公司总资产17.07亿元，总负债31.51亿元,资产负债率为184.63%;归属于上

市公司股东权益-14.44亿元，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158%，每股收益-4.21元，未完成全年预

算目标。 

全年预算目标未完成的主要原因有四个： 

1、2017年度镍行业持续低迷，镍价持续运行在历史底部区域，镍产品售价格大幅下降，导

致产品毛利率降低，镍同行业企业均 

     显示亏损； 

2、受镍价持续下降的影响，公司资产减值损失增加； 

3、公司受监管部门立案调查的影响，生产经营、融资等活动部分受阻。 

4、孙公司平安鑫海的镍铁技改项目，目前仍处于试生产阶段，未能给公司贡献更多利润； 

5、受关联企业资金占用等因素影响，公司财务成本居高不下。 

6、受关联企业资金占用等因素影响，整个公司团队、经营业务出现较大的不稳定，公司疲于

应付各种官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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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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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报告期无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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