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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重要提示 

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季度报告内容的真

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

连带的法律责任。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次季报的董事会会议。 

公司负责人巨建辉、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刘咏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

人员)叶闽敏声明：保证季度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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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公司基本情况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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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元） 322,316,930.82 275,361,534.40 17.0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1,373,324.35 987,644.03 39.0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的净利润（元） 
-1,034,340.81 -4,558,696.64 77.31%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60,087,412.72 -18,630,913.89 -222.51%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032 0.0023 39.13%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032 0.0023 39.13%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0.08% 0.06% 0.02%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

减 

总资产（元） 4,120,677,632.66 3,872,349,599.20 6.4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1,800,981,401.90 1,798,468,590.17 0.14%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项目 年初至报告期期末金额 说明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包括已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冲销部分） 416,701.86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与企业业务密切相关，按照国家统

一标准定额或定量享受的政府补助除外） 
4,611,189.52  

除同公司正常经营业务相关的有效套期保值业务外，持有交易

性金融资产、衍生金融资产、交易性金融负债、衍生金融负债

产生的公允价值变动损益，以及处置交易性金融资产、衍生金

融资产、交易性金融负债、衍生金融负债和其他债权投资取得

的投资收益 

98,827.63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25,735.01  

减：所得税影响额 868,490.41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1,876,298.45  

合计 2,407,665.16 --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将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 1 号——非经常性损益》定义、列举的非经常性损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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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的项目的情形。 

二、报告期末股东总数及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1、普通股股东总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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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308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

东总数（如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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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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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财通基金－工商银行－国海证券股份

有限公司 
其他 0.47% 2,000,000 0   

王永红 境内自然人 0.35% 1,489,700 0   

中国有色金属工业技术开发交流中心 国有法人 0.33% 1,400,000 0   

鞍钢集团资本控股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0.26% 1,100,000 0   

杨晓胜 境内自然人 0.21% 890,000 0   

李准 境内自然人 0.20% 839,800 0   

前 10 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股份数量 
股份种类 

股份种类 数量 

西北有色金属研究院 122,909,988   

西安航天科技工业有限公司 52,326,880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7,951,200   

平安大华基金－平安银行－国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4,615,388   

财通基金－工商银行－国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00,000   

王永红 1,489,700   

中国有色金属工业技术开发交流中心 1,400,000   

鞍钢集团资本控股有限公司 1,100,000   

杨晓胜 89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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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准 839,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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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参与融资融券业务情况说明（如

有） 
不适用 

公司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前 10 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在报告期内未进行约定购回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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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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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重要事项 

一、报告期主要财务数据、财务指标发生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一)资产负债表项目                                                                   单位：元 

项目 2019 年 3 月 31 日 2018 年 12 月 31 日 变动比率 变动原因 

货币资金 354,153,934.92  252,513,857.83  40.25% 为偿还银行借款临时增加货币资金所致。 

预付账款 98,438,172.09  75,398,873.99  30.56% 订单增加，为储备原材料增加材料预付款所致。 

其他应收款 22,262,860.39  7,064,444.23  215.14% 
主要为备用金及投标保证金及土地解质押保证金增加

所致。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 21,440,000.00  -100.00% 
实施新金融工具系列准则，将可供出售金融资产调整其

他权益工具投资列示并按公允价值计量所致。 

长期股权投资 17,509,150.00  1,600,000.00  994.32% 新增对西安汉唐分析检测有限公司投资。 

其他权益工具投资 21,119,246.65  - - 
实施新金融工具系列准则，将可供出售金融资产调整其

他权益工具投资列示并按公允价值计量所致。 

开发支出 29,914,155.51  14,101,630.04  112.13% 
本年公司在核电、航空、环保等领域所投入的稀有金属

材料应用开发支出增加及新品开发力度加大所致。 

其他非流动资产 45,869,697.53  25,870,772.45  77.30% 本年较上年同期预付的工程设备款增加所致。 

交易性金融负债 41,527.41  - - 

实施新金融工具系列准则，将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

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负债调整至交易性金融负债列示

所致。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

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

负债 

- 140,355.04  -100.00% 

实施新金融工具系列准则，将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

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负债调整至交易性金融负债列示

所致。 

短期借款 740,000,000.00  547,000,000.00  35.28% 为偿还即将到期银行借款临时增加短期借款所致。 

预收款项 93,089,817.86  69,068,711.48  34.78% 本期订单增加相应增加合同预收款所致。 

长期借款 69,400,000.00  19,400,000.00  257.73% 为偿还即将到期银行借款临时增加长期借款所致。 

应交税费 4,428,867.27  14,942,000.58  -70.36% 本期缴纳上年末企业所得税及增值税所致。 

             



西部金属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第一季度报告正文 

7 

 （二）利润表项目                                                                单位：元 

项目 2019 年 1-3 月 2018 年 1-3 月 变动比率 变动原因 

销售费用 12,065,373.54  8,069,589.91  49.52% 
主要为开拓新市场力度加大及公司销售收入增加相

应增加运费所致。 

资产减值损失 -3,068,072.77  1,416,518.18  -316.59% 为本期收回部分账龄较长的应收账款所致。 

公允价值变动收益 98,827.63  - - 为交易性金融负债公允价格上升所致。 

投资收益  909,150.00  - - 
为本期按照权益法确认应享有的西安汉唐分析检测

有限公司 1-3 月净损益份额所致。 

资产处置收益 416,701.86  57,321.83  626.95% 
为本期处置固定资产所取得的资产处置收益较去年

同期增加所致。 

其他收益 3,435,189.52  7,353,660.64  -53.29% 
为本期收到的与企业日常活动相关的政府补助较上

年减少所致。 

营业利润 3,170,241.07  -4,117,982.48  176.99% 
主要是公司销售收入较上年增加及产品结构调整导

致产品毛利率提升所致。 

利润总额 4,371,976.08  -2,926,685.00  249.38% 

主要是公司销售收入较上年增加及产品结构调整导

致产品毛利率提升所致。 

所得税费用 1,815,093.22  203,155.67  793.45% 

净利润 2,556,882.86  -3,129,840.67  181.69% 

归属母公司所有者净利润 1,373,324.35  987,644.03  39.05% 

少数股东损益 1,183,558.51  -4,117,484.70  128.74% 

 

（三）现金流量表项目                                                                  单位：元 

现金流量表项目 2019 年 1-3 月 2018 年 1-3 月 变动比率 变动原因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60,087,412.72  -18,630,913.89  -222.51% 
本年订单增加，为储备原材料支

付材料采购款增加所致。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31,566,382.96  605,550,201.07  -61.76% 
主要是上年同期银行借款增加较

多所致。 

 

二、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股份回购的实施进展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采用集中竞价方式减持回购股份的实施进展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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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公司实际控制人、股东、关联方、收购人以及公司等承诺相关方在报告期内超期未履行

完毕的承诺事项 

承诺事由 承诺方 承诺类型 承诺内容 承诺时间 承诺期限 履行情况 

首次公开发行或再融

资时所作承诺 

西北有色金属研

究院 

关于同业竞

争、关联交

易、资金占用

方面的承诺 

不直接或间接从事与本公司主

营业务相同或相似的生产经营

和销售。 

2007 年 08 月

10 日 
长期 

截止目前未

发生违反相

关承诺的事

项 

西北有色金属研

究院 
其他承诺 

不越权干预公司的经营管理活

动，不侵占公司利益。 

2016 年 02 月

19 日 
长期 正在履行 

程志堂;杜明焕;

顾 亮;金宝长; 

巨建辉;李明强;

刘晶磊;师万雄;

颜学柏;杨建朝;

杨延安;张平祥;

郑学军 

其他承诺 

1、本人承诺不无偿或以不公平

条件向其他单位或者个人输送

利益，也不采用其他方式损害公

司利益。2、本人承诺对本人的

职务消费行为进行约束。3、本

人承诺不动用公司资产从事与

本人履行职责无关的投资、消费

活动。4、若本人所适用薪酬考

核方法与公司为本次融资所做

填补回报措施的执行情况相挂

钩，本人承诺将严格遵守。5、

本人承诺在公司实施股权激励

计划时，其行权条件将与公司填

补回报措施的执行情况相挂钩。

6、本人承诺出具日后至公司本

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完毕前，

若中国证监会、证券交易所等相

关部门作出关于填补回报措施

及其承诺的其他新的监管规定

的，且上述承诺不能满足中国证

监会、证券交易所等相关部门的

规定时，本人承诺届时将按照最

新规定出具补充承诺。 

2016 年 02 月

19 日 
长期 正在履行 

承诺是否按时履行 是 

如承诺超期未履行完

毕的，应当详细说明未

完成履行的具体原因

及下一步的工作计划 

不适用 

四、对 2019 年 1-6 月经营业绩的预计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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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以公允价值计量的金融资产 

不适用  

六、违规对外担保情况 

公司报告期无违规对外担保情况。 

七、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对上市公司的非经营性占用资金情况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对上市公司的非经营性占用资金。 

八、报告期内接待调研、沟通、采访等活动登记表 

公司报告期内未发生接待调研、沟通、采访等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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