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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149                证券简称：西部材料              公告编号：2019-010 

西部金属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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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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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师万雄 董事 出差 程志堂 

刘晶磊 独立董事 因公出差 金宝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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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5,414,274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1.00 元

（含税），送红股 0 股（含税），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二、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西部材料 股票代码 0021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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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顾  亮 左  婷 

办公地址 
西安经济技术开发区泾渭工业园西金路西

段 15 号 

西安经济技术开发区泾渭工业园西金路西

段 15 号 

电话 029-86968603 029-86968418 

电子信箱 l.gu＠c-wmm.com xbclzqb＠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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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一）公司的主营业务 

公司作为新材料行业的领军企业，主要从事稀有金属材料的研发、生产和销售，经过多年的研发积累和市场开拓，已发

展成为规模较大、品种齐全的稀有金属材料深加工生产基地，拥有钛材、层状金属复合材料、稀贵金属材料、金属纤维及制

品、稀有金属装备、钨钼材料及制品、钛材日用消费品七大业务板块，产品主要应用于军工、核电、环保、海洋工程、石化、

电力等行业和众多国家大型项目。 

公司主要有两种经营模式：来料加工模式和买断加工模式。来料加工即对客户的材料进行加工，收取稳定的加工费用，

公司不承担稀有金属价格波动的风险；买断加工则是公司自己购买稀有金属原料，经过加工后卖给下游客户。买断加工模式

公司需要承担稀有金属价格波动的风险，为了规避这种风险，公司一般都是在接受客户订单的时候即锁定原料采购成本，通

过两头锁定来赚取加工费用。 

 （二）公司所处行业的发展趋势及面临的市场竞争格局 

 稀有金属材料的生产水平和应用程度是国家综合实力的标志，随着我国大力推动高质量发展，以创新引领实体经济转

型升级，为稀有金属材料产业的发展提供了重要的发展机遇。一方面，新一代信息技术、航空航天装备、海洋工程和高技术

船舶、节能环保、新能源领域的发展，为新材料产业提供了广阔的市场空间，也对新材料质量性能、保障能力等提出了更高

的要求；另一方面，我国加大改革开放力度，推进“一带一路”国际合作，为稀有金属材料行业带来新的需求拉动和市场机遇。 

 目前，公司各细分产业的竞争格局各有不同，钛加工行业处于“低端产品严重过剩、高端产品加工能力不足”的结构性

过剩中，公司将采取“高端发展”和“低成本制造”策略，提高中高端产品比例、扩大销售领域及规模；稀有金属层状复合材料

产业处于国际先进水平，将进一步优化工艺、提高成材率、开发油气管道用复合材料、海洋工程用复合材料等新产品；金属

纤维及过滤材料产业处于国际先进水平，将逐渐从生产金属纤维毡和烧结网等初级产品，向开发过滤元件、设备等终端产品

转变升级，延伸产业链，提高产品附加值；稀贵金属产业目前垄断国内核电用银合金控制棒的生产，后续逐步实现核电堆芯

关键材料的全面配套，创造更大盈利空间；压力容器制造产业在该行业内规模偏小，将走特色发展道路，在能源、海洋工程、

核化工、环保等领域进行新产品研发和市场开拓；难熔金属产业技术水平国内先进，该行业低端产品产能过剩，公司将利用

新投资的950mm和800mm轧机开发高附加值的大规格靶材；为了扩大新应用，公司打通了从海绵钛到钛材日用品的完整钛

产业链，健全了供应链体系，钛材日用消费品系列逐步完善并迅速推向市场。 

    公司将始终以国家重大战略和市场需求为导向，立足现有多个细分行业技术和产品优势，通过进一步加强公司内部各产

业领域之间的信息共享、技术集成和产业协作，发挥整体协同优势，联合开发市场，实现从销售初级、单一产品向销售深加

工、成套设备的转型升级，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走高端化、差异化、特色发展道路，全面提升公司核心竞争力，使公司

成为在军工、核电、环保、海洋工程、消费品等领域有国际影响力的行业领军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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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计政策变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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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人民币元 

 2018 年 
2017 年 

本年比上年增

减 
2016 年 

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后 调整前 调整后 

营业收入 1,720,159,583.00 1,559,089,808.63 1,559,089,808.63 10.33% 1,213,337,701.70 1,213,337,701.7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 
60,316,522.82 54,074,793.61 54,074,793.61 11.54% 21,221,073.94 21,221,073.9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

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36,722,839.18 19,805,506.62 19,805,506.62 85.42% -23,051,600.12 -23,051,600.12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

额 
113,860,105.00 -281,336,616.96 -237,246,616.96 147.99% -71,969,309.63 -48,115,309.63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418 0.1271 0.1271 11.57% 0.1114 0.0557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418 0.1271 0.1271 11.57% 0.1114 0.0557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3.34% 3.11% 3.11% 0.23% 1.83% 1.83% 

 2018 年末 
2017 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

末增减 
2016 年末 

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后 调整前 调整后 

资产总额 3,872,349,599.20 3,568,704,947.14 3,568,704,947.14 8.51% 3,327,724,634.58 3,327,724,634.5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

产 
1,798,468,590.17 1,775,076,351.59 1,775,076,351.59 1.32% 1,702,864,474.32 1,702,864,474.32 

会计政策变更的原因及会计差错更正的情况 

   本公司编制 2018 年度报表执行《关于修订印发 2018 年度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通知》（财会〔2018〕

15 号）,本次会计政策变更采用追溯法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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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5,361,534.40 495,168,284.14 389,993,001.31 559,636,763.1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987,644.03 22,159,261.78 14,047,712.62 23,121,904.3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4,558,696.64 16,233,074.43 7,430,900.60 17,617,560.79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8,630,913.89 119,550,148.47 -36,471,285.49 49,412,155.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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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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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

东总数 
31,967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

一个月末普通股股

东总数 

33,9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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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北有色金属研究院 国有法人 28.89% 122,909,988 0   

西安航天科技工业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12.30% 52,326,880 0   

新华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分红－团体分红

-018L-FH001 深 
其他 2.65% 11,290,398 0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国有法人 1.87% 7,951,200 0   

平安大华基金－平安银行－国海证券股份有限公

司 
其他 1.08% 4,615,388 0   

鞍山钢铁集团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1.06% 4,503,231 0   

财通基金－工商银行－国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其他 0.70% 2,980,998 0   

中国有色金属工业技术开发交流中心 国有法人 0.61% 2,600,000 0   

叶振宇 境内自然人 0.42% 1,777,100 0   

王永红 境内自然人 0.35% 1,489,700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未知上述股东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明（如有）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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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年是全面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的开局之年，是新时代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元年。2018年是公司落实“十三五”规

划承上启下的关键一年。面对世界经济复苏乏力，国内经济下行压力加大的外部环境，公司坚持努力践行新发展理念，积极

推进高质量发展，以大力开拓市场为引领，加大技术研发投入，扎实建设“信息化平台”和“研发平台”，加快产业优化升级，

全年实现营业收入17.20亿元，实现净利润1.03亿元，其中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6031.65万元，营业收入和净利

润再创历史新高。 

一、2018年度主要工作情况 

— — 产业规模和效益再上新台阶。 

2018年，公司聚焦军工、核电、环保、海洋工程和精细化工等产业领域，紧跟国家重点战略和产业政策，持续加强生

产管理和产品创新，提质增效，积极开拓市场，生产经营业绩稳步提升，全年营业收入达到17.20亿元，较上年增长10.33%，

实现净利润1.03亿元，较上年增长12.58%，均再创历史新高。 

— — 创新驱动发展成果不断涌现。 

公司全年投入研发经费8396万元，新产品、新技术开发取得阶段性成果，为企业发展培育新的增长点。开展了战斗部、

油气开采、新型舰船、装甲用钛合金材料、航天用新型高温钛合金板材的开发；开展了可延展柔性透明导电膜用高长径比银

纳米线前期的工艺开发；高性能船用铝钢复合材料实现批次供货；超细不锈钢纤维实现批量生产；5微米以下高精度纤维毡

样品交付客户使用；金属滤袋高温除尘器完成模块化设计并实现在冶金和建筑行业示范应用；高均质铌管材样品交付客户；

完成乏燃料后处理核心设备样品开发；开发出电加热废酸浓缩系统样机；大规格难熔金属复合靶材进入中试阶段；钨窄带实

现小批量供货；完成生活日用品用钛材阳极氧化技术攻关和表面处理样品制备。 

— — 市场开拓取得重大突破。 

集中力量加强关键市场开发，与中航工业、恩菲集团、中铝环保、中材装备集团及美国绿叶集团等行业龙头企业深度

战略合作。2018年，国防军工产品销售额增加约3500万元，增幅超过30%；外贸出口（含间接出口）产品销售额增加5200

多万元，增幅约52%；化工用复合板销售额增加约21000万元，增幅达134%；锆及锆钢复合板销售额突破22000万元，市场

占有率超90%；环保高温烟气除尘用金属过滤器应用取得实质性突破，销售额达到5000万元，增幅达600%。以无形资产投

资设立中钛西材公司，促进钛材在军工方面的应用。 

— —“创新平台”建设初见成效。 

公司积极推进“创新平台”建设。设立的公司级“联合技术中心”已初步形成了12名博士、硕士组成的研发团队。针对海

洋工程、陆军车辆、冶金、油气开采和日用品等领域新装备及制品发展对材料工艺性、韧性、耐蚀性、强度等方面提出的特

殊要求，开发了5种新型钛合金，展现出良好的应用潜力。在航天用高温钛合金板材、钻探用高强钛合金管材制备技术方面

完成了实验室规模阶段工作。 

— —“信息化平台”建设迈出重大步伐。 

信息化建设第一阶段完成，2019年元月实现ERP、OA、HR三个核心板块同时上线，CRM（客户关系管理）、SRM（供

应商管理）、BI（商业智能）系统建设正有序推进，将逐步构建起以ERP为核心的数字化综合业务管控平台，实现企业的业

务纵向贯通和数据横向集成的精细化管理。 

— — 资本运作持续推进。 

公司按计划推进控股子公司天力、菲尔特和西诺三家公司的股份制改制，已于2019年3月完成。本次股份制改制是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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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未来资本运作计划中的重要步骤，将进一步提升三家公司管理层及全体员工的责任心和敬业精神，激发其快速发展的强大

活力，同时进一步完善公司治理结构，拓展公司融资渠道，进而充分利用当前资本市场的新政策、新趋势，为未来的资本运

作奠定基础，持续推动公司三大产业实现更好更快地发展。  

公司控股子公司西诺公司实施增资扩股，注册资本由6000万元增加至7600万元，募集资金1亿元补充流动资金，降低

了资产负债率，促进营运发展。 

— — 人才和干部队伍建设取得新进展。 

通过成立联合技术中心、申请获批博士后创新基地和院士专家工作站，以及内部定期科技交流，外部与重点高校合作

等方式，为高端人才引进、培育搭好平台。重视引人质量，2018年招聘人员毕业于“双一流”院校比例达70%，为公司发展储

备优质人才。探索人事薪酬改革，加强企业内部培训，强调时效性和针对性，调动内部资源实现经验共享。 

    推进人才队伍年轻化，选拔有责任担当、有追赶超越精神的青年骨干进入干部队伍、研发团队及关键岗位锻炼和培养，

在调动年轻员工干事创业热情的同时全面提升了企业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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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钛制品 1,018,439,613.07 800,792,989.40 21.37% 4.66% -4.24% 7.30% 

其他稀有金属 440,373,305.63 329,251,988.94 25.23% 43.35% 55.04% -5.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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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 年 1 月 29 日，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及第六届监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议

案》，同意公司按财政部修订及颁布的最新会计准则，对相应会计政策进行变更，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以下简称“财政

部”）于 2017 年修订印发了《企业会计准则第 22 号——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财会[2017]7 号，以下简称“会计准则 22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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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会计准则第 23 号—金融资产转移》（财会[2017]8 号，以下简称“会计准则 23 号”）、《企业会计准则第 24 号——套

期会计》(财会[2017]9 号，以下简称“会计准则 24 号”)、《企业会计准则第 37 号——金融工具列报》（财会[2017]14 号，以

下简称“会计准则 37 号”）。在境内外同时上市的企业以及在境外上市并采用国际财务报告准则或企业会计准则编制财务报

告的企业，自 2018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其他境内上市企业自 2019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执行企业会计准则的非上市企业自

2021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 

财政部于2018年6月15日发布了《关于修订印发2018年度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通知》（财会〔2018〕15号），要

求执行企业会计准则的非金融企业应当按照企业会计准则和通知要求编制财务报表，2017年12月25日发布的《关于修订印发

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通知》（财会〔2017〕30号）同时废止。根据规定，公司于上述文件要求的起始日开始执行新的企

业会计准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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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对 2019 年 1-3 月经营业绩的预计 

□ 适用 √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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