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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0657                 证券简称：中钨高新           公告编号：2020-60 

 

中钨高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一、重要提示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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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年度报告全文。 

除下列董事外，其他董事亲自出席了审议本次半年报的董事会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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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邓楚平 董事 工作原因 杨汝岱 

杜维吾 董事 身体原因 许长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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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钨高新 股票代码 0006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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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邓英杰 王玉珍 

办公地址 湖南省株洲市荷塘区钻石路288 湖南省株洲市荷塘区钻石路 2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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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钻石大厦 1104 室 号钻石大厦 1101 室 

电话 0731-28265986 0731-28265977 

电子信箱 zwgx000657@126.com zwgx000657@126.com 

2、主要财务数据和财务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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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13,471,256.73 4,046,449,211.05 1.6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元） 
102,816,662.15 73,655,877.66 39.5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元） 
90,390,182.37 54,901,537.11 64.64%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元） 
-31,553,275.56 140,475,117.29 不适用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170 0.0837 39.78%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170 0.0837 39.78%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3.07% 2.29% 0.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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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085,856,371.54 7,315,655,218.35 24.2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元） 
4,285,303,777.63 3,300,778,778.95 29.83%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

数 
31,6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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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湖南有色金

属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60.94% 536,317,548 106,596,012 

质押 0 

冻结 0 

香港中央结境外法人 2.93% 25,788,317 0 质押 0 



中钨高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3 

算有限公司 冻结 0 

潘英俊 境内自然人 1.57% 13,800,000 0 
质押 0 

冻结 0 

海南金元投

资控股有限

公司 

国有法人 0.77% 6,790,000 0 

质押 0 

冻结 0 

高地置业有

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0.39% 3,470,000 0 

质押 0 

冻结 0 

马寿良 境内自然人 0.33% 2,888,880 0 
质押 0 

冻结 0 

广东润行投

资管理有限

公司－润行

新周期 6 号

私募证券投

资基金 

其他 0.31% 2,750,000 0 

质押 0 

冻结 0 

陈芳莹 境内自然人 0.29% 2,580,000 0 
质押 0 

冻结 0 

马寿祥 境内自然人 0.27% 2,343,913 0 
质押 0 

冻结 0 

刘伟雄 境内自然人 0.26% 2,306,900 0 
质押 0 

冻结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

的说明 

未知上述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及是否属于一致行动

人。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

明（如有） 
不适用 

4、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控股股东报告期内变更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控股股东未发生变更。 

实际控制人报告期内变更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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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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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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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在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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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年以来，面对新冠肺炎疫情带来的严峻考验，公司坚决贯彻落实年初工作会议的决

策部署，提前布局、及时调整、精准施策，积极统筹抓好疫情防控和生产经营工作，在一季

度实现“开门红”的基础上，上半年主要财务、运营指标实现了“时间过半、任务过半”的目标，

公司市场竞争力、抗风险能力进一步提升。 

（一）经营业绩稳中提质，发展形势好于预期 

报告期内，公司主要产品产销量实现同比逆势增长。在科学防疫的前提下，公司坚持早

部署、早准备，加快推进复工复产，上半年公司整体经营效果好于预期。下属各企业在国际

市场萎缩、国内市场竞争加剧的严峻形势下，产品结构持续优化，主导优势产品保持较好增

长态势。 

株硬公司上半年硬质合金产量同比增长1.8%，其中：棒材产量同比增长6.6%；球齿产量

同比增长0.8%；轧辊产量同比增长3.8%。金洲公司上半年受新型基础设施建设、防疫用医疗

器械的推动，微钻产品产销量同比大幅增长。 

自硬公司上半年硬质合金产品产量同比增加9.7%。其中，棒材产量同比增长45%；齿类

合金产量同比增加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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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化危为机逆势突破，市场开拓成果丰硕 

公司下属各企业不断增强竞争意识、危机意识，坚持订单为王，加大市场开拓力度，在

行业产销规模持续下滑、外需大幅萎缩的逆境下，进一步巩固了行业地位。 

株硬公司围绕增量找路径，加大新产品开发及运用，抓好重点产品销售，棒型材产品订

货量累计同比增长11.91%，异型产品订货量累计同比增长15.41%。株钻公司创新市场营销方

式，加快线上布局，通过开展重点经销商和重要区域市场线上技术交流会和产品推广会，抓

住国外竞争对手市场供给不足的空窗期，进口替代工作取得积极成效。金洲公司抢抓疫情期

间医用防护物资需求大涨和5G基站建设等机遇，微钻销量创历史新高。自硬公司根据市场变

化，及时调整市场策略，通过强化高目标牵引，加大对增量市场、增量客户、增量产品的激

励力度，内贸销量同比增长了25.7%，有效对冲了出口受阻的影响。 

（三）加强顶层规划设计，战略路径更加明晰 

报告期内，公司以“战略性、前瞻性、指导性”为原则，耗费较多时间和精力，集中力量

进一步完善了公司战略规划，构建战略规划体系。通过加强对标，结合未来发展实际，编制

完成了《中钨高新2020-2022年滚动规划》，公司及下属各企业的发展目标和路径更加明晰。 

按照专业板块分块做强整体做大的思路，更新完善“深蓝计划”。在“深蓝计划”架构下，

认真做好专业产品市场需求、行业趋势调研分析，研究制定各板块业务整合方案。 

（四）内部改革扎实推进，发展活力充分释放 

坚持“赛马”和“相马”相结合，丰富选人用人渠道，严格选拔任用程序，切实做到事业为

上、依事择人、人岗相适，不断优化了干部队伍的年龄结构、知识结构、能力结构、专业结

构。 

2、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1）与上一会计期间财务报告相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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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根据财政部于 2017 年 7 月 5 日发布的《关于修订印发〈企业会计准则第 14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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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入〉的通知》要求，自 2020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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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上一会计期间财务报告相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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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钨高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〇年八月二十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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