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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300428                          证券简称：四通新材                          公告编号：2019-021 号 

河北四通新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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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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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29，644，042.00 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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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由于公司后续涉及募集配套资金的非公开发行上市，公司可参与利润分配的股本因募集配套资金非公开发行上市发生变

动的，则以实施利润分配方案的股权登记日可参与利润分配的股本按照每股分配金额不变的原则对分红总金额进行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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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冯禹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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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传真 0312-5806515 0312-5806515 

电话 0312-5806816 0312-58068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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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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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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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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754,637,522.

85 

1,149,958,812.

65 

6,262,823,276.

54 
7.85% 898,621,601.09 

4,885,503,894.

4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 
390,180,292.53 104,779,266.74 404,968,074.06 -3.65% 69,916,422.73 357,177,858.8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

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51,721,827.09 72,406,858.26 72,426,483.42 -28.59% 72,027,609.30 72,167,933.36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

额 
633,577,583.86 21,311,357.11 272,422,955.37 132.57% 30,398,793.30 87,706,194.19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75 0.43 0.78 -3.85% 0.29 0.69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75 0.43 0.78 -3.85% 0.29 0.69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4.87% 15.77% 17.82% -2.95% 11.38% 21.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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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588,172,299.

88 
895,179,745.72 

6,414,591,419.

59 
2.71% 732,281,942.34 

5,046,113,760.

2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

产 

2,903,809,979.

83 
710,595,138.81 

2,472,876,455.

09 
17.43% 624,905,057.65 

2,078,921,679.

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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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27,210,709.47 1,748,853,068.83 1,670,811,981.26 1,707,761,763.2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82,237,461.79 96,641,856.64 110,123,212.81 101,177,761.2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7,820,468.94 10,616,972.10 18,069,658.25 15,214,727.80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65,971,385.40 158,370,201.14 226,744,745.39 414,434,022.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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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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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期末普通股

股东总数 
17,363 

年度报告披露日

前上一月末普通

股股东总数 

15,499 

报告期末表决权

恢复的优先股股

东总数（如有）

（参见注 9） 

0 

年度报告披露日

前上一月末表决

权恢复的优先股

股东总数（如有）

（参见注 9） 

0 

持股 5%以上的股东或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报告期末

持股数量 

报告期内

增减变动

情况 

持有有限

售条件的

股份数量 

持有无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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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560,00

0 
 

25,920,00

0 
8,640,000 质押 8,051,999 

臧娜 境内自然人 11.14% 
32,400,00

0 
 

24,300,00

0 
8,100,000 质押 8,040,000 

臧永建 境内自然人 11.14% 
32,400,00

0 
 

24,300,00

0 
8,100,000 质押 24,960,000 

臧亚坤 境内自然人 11.14% 
32,400,00

0 
 

24,300,00

0 
8,100,000 质押 25,850,000 

臧立国 境内自然人 9.91% 
28,814,40

0 
 

21,610,80

0 
5,402,700   

臧永和 境内自然人 7.43% 
21,600,00

0 
 

16,200,00

0 
5,400,000 质押 8,040,000 

臧永奕 境内自然人 7.43% 
21,600,00

0 
 

16,200,00

0 
5,400,000 质押 17,600,000 

陈庆会 境内自然人 2.47% 7,192,800  0 7,192,800   

刘霞 境内自然人 1.73% 5,032,800  0 5,032,800 质押 2,650,000 

北京天融博汇资

本管理有限公司

－天融资本优选

成长基金 

其他 0.24% 700,080      

战略投资者或一

般法人因配售新

股成为前 10 名股

东的情况（如有）

（参见注 4） 

无 

上述股东关联关

系或一致行动的

说明 

除股东北京天融博汇资本管理有限公司－天融资本优选成长基金以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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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 10 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报告期末持有无限售条件股份数量 
股份种类 

股份种类 数量 

臧永兴 8,640,000 人民币普通股 8,640,000 

臧娜 8,1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8,100,000 

臧永建 8,1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8,100,000 

臧亚坤 8,1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8,100,000 

臧立国 5,402,700 人民币普通股 5,402,700 

陈庆会 7,192,800 人民币普通股 7,192,800 

臧永和 5,4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5,400,000 

臧永奕 5,4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5,400,000 

刘霞 5,032,800 人民币普通股 5,032,800 

北京天融博汇资本管理有限公司－ 700,080 人民币普通股 700,0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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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融资本优选成长基金 

前 10 名无限售流通股股东之间，以

及前 10 名无限售流通股股东和前 10

名股东之间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

说明 

除股东北京天融博汇资本管理有限公司－天融资本优选成长基金以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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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明（如

有）（参见注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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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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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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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 年 2017 年 同期变动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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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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实现营业收入6,754,637,522.85元，比去年同期增长7.85%；实现营业利润453,922,552.39元，比去年同期下降

3.19%；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390,180,292.53元，比去年同期下降3.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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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铝合金轮毂 5,495,819,241.48 1,118,588,402.25 20.35% 21.96% 8.00% 0.01% 

中间合金 1,066,654,462.63 125,287,488.63 11.75% 9.15% 5.57% -0.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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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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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本报告期内新增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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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子公司全称 子公司简称 纳入合并范围原因 

1 天津立中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天津企管 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 

2 臧氏兄弟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香港臧氏 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 

3 天津立中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立中股份 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 

4 天津立中汽车铝合金配件有限公司 天津汽配 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 

5 保定市立中车轮制造有限公司 保定车轮 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 

6 包头盛泰汽车零部件制造有限公司 包头盛泰 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 

7 秦皇岛立中车轮有限公司 秦皇岛车轮 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 

8 山东立中轻合金汽车材料有限公司 山东立中 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 

9 天津那诺机械制造有限公司 天津那诺 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 

10 利国五洲汽车部品组装（天津）有限公司 利国五洲 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 

11 艾托奥汽车部品组装（长沙）有限公司 长沙艾托奥 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 

12 保定立中东安轻合金部件制造有限公司 东安轻合金 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 

13 New Thai Wheel Manufacturing Co.,Ltd 新泰车轮 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 

14 Lizhong Automotive North America,LLC 北美立中 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 

15 天津立中锻造有限公司 天津锻造 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 

16 
宁波梅山保税港区匠心琢玉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

合伙） 
匠心琢玉 非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 

17 艾姆客优辟铝业（上海）有限公司 艾姆客优辟 投资设立 

②本报告期内减少子公司： 

序号 子公司全称 子公司简称 未纳入合并范围原因 

1 天津立中汽车铝合金配件有限公司 天津汽配 2018年1月注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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