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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378     证券简称：章源钨业     编号：2021-012 

 

崇义章源钨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深圳证券交易所关注函回复的公告 

 

 

 

崇义章源钨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于 2021 年 3 月 5

日收到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板公司管理部《关于对崇义章源钨业股份有限公司的

关注函》（中小板关注函【2021】第 116 号）。根据关注函的要求，公司对相关问

题进行了分析和核实，并向深圳证券交易所做了回复。现将相关事项的回复内容

公告如下： 

一、核查公司是否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信息，公司基本面是否发生

重大变化。 

公司回复： 

（一）公司关注和核实的情况 

针对近期本公司股价异动的情况，公司对有关事项进行了核实并及时按照相

关规则规定，分别于 2021 年 2 月 19 日、2021 年 2 月 23 日，2021 年 3 月 4 日披

露了《关于股票异常波动的公告》。公司对有关事项再次进行了核查，现将情况

说明如下： 

    1. 经核查，公司前期披露的信息不存在需要更正、补充之处。 

    2. 经核查，公司未发现近期公共传媒报道了可能或已经对本公司股票交易

价格产生较大影响的未公开重大信息。 

    3. 经核查，公司目前经营情况正常，近期公司经营情况及内外部经营环境

未发生重大变化。 

    4. 经核查，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于公司的应披露而未披

露的重大事项，也不存在处于筹划阶段的重大事项。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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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经核查，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在本公司股票交易异常波动期间未

买卖本公司股票。 

除上述事项外，公司目前没有任何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

有关规定应予以披露而未披露的事项或与该事项有关的筹划、商谈、意向、协议

等；董事会也未获悉本公司有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

应予以披露而未披露的、对本公司股票及其衍生品种交易价格产生较大影响的信

息；公司前期披露的信息不存在需要更正、补充之处。 

（二）公司基本面情况 

1. 公司主要业务情况 

公司属于有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主要从事以钨为原料的钨精矿、仲钨

酸铵（APT）、氧化钨、钨粉、碳化钨粉、热喷涂粉、硬质合金的生产及销售。

公司是国内钨行业产业链完整的厂商之一，建立了从钨上游采矿、选矿，中游冶

炼至下游精深加工的完整一体化生产体系。完整的产业链为公司持续经营和拓展

未来发展空间创造了良好条件，完备的钨产品组合系列可以使公司更好地满足不

同客户需求，增加公司抗风险的能力。 

截至目前，公司主要业务及业务结构未发生变化。 

2. 公司经营业绩情况 

公司于 2021 年 1 月 30 日披露了《2020 年度业绩预告》，业绩预告情况如下： 

项  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盈利：3,500.00 万元~5,250.00 万元 亏损：28,842.09 万元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 亏损：2,200.00 万元~500.00 万元 亏损：32,802.62 万元 

营业收入 200,000.00 万元~210,000.00 万元 182,779.97 万元 

扣除后营业收入 150,000.00 万元~160,000.00 万元 173,429.35 万元 

基本每股收益 盈利：0.04 元/股~0.06 元/股 亏损：0.31 元/股 

以上数据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目前公司初步核算数据与上述预计情况不

存在较大差异。具体财务数据将在 2020 年年度报告中详细披露。目前公司处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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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计过程中，公司 2020 年年度报告将于 2021 年 4 月 27 日披露。  

二、请结合公司矿产储量、主要产品钨价格近期变动等情况，并对比同行

业可比上市公司股价走势，说明你公司股价近期涨幅较大与公司经营业绩、行

业趋势等基本面情况是否匹配。 

公司回复： 

（一）公司储量情况 

钨是战略性稀缺资源，也是国家保护性开采的特定矿种。国家为保护和合理

利用钨矿资源，不断规范与加强钨矿勘查开采审批管理，对钨矿开采实行总量控

制，配额生产的管理方式。 

公司拥有 6 座采矿权矿山，近年来公司持续加大勘探力度，抓住矿山整合机

遇，巩固钨资源优势，不断夯实钨资源保障能力。根据公司采矿权矿山在江西省

自然资源厅最新的矿区储量评审备案情况，公司所辖矿权在开采范围内保有钨资

源储量 75,835 吨、锡资源储量 13,991 吨、铜资源储量 10,359 吨。 

（二）主要钨产品价格变动情况 

2021 年 3 月 8 日，钨精矿价格 9.7 万元/吨，较年初增长 11.49%，较 2020

年平均价格增长 16.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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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名称 近期价格 2020 年平均价格 
近期价格较 2020 年平均

价格涨幅 

钨精矿（元/吨） 97,000.00 83,465.02 16.22% 

仲钨酸铵（元/吨） 146,000.00 127,864.20 14.18% 

钨粉（元/公斤） 222.50 199.61 11.47% 

碳化钨粉（元/公斤） 220.50 197.62 11.58% 

注：以上数据来源于亚洲金属网。 

（三）同行业上市公司股价走势情况 

截至 2021 年 3 月 8 日收盘，公司及同行业上市公司估值水平及区间涨跌幅

如下表所示： 

证券名称 

估值水平 区间涨跌幅 

市盈率

（PE） 

市净率

（PB） 

2021.2.8 至

2021.3.8 

2021.3.8 前

30 个交易日 

2021.3.8 前

60 个交易日 

章源钨业 - 5.63 113.89% 97.44% 79.07% 

厦门钨业 109.48 3.86 22.98% 26.54% 32.46% 

中钨高新 70.59 2 31.79% 25.19% 13.01% 

翔鹭钨业 42.77 2.93 29.73% 15.38% -7.62% 

平均值 - 3.61 49.60% 41.14% 29.23% 

    注：“市盈率”“市净率”数据来源于中证指数有限公司官方网站。 

公司当前的市盈率、市净率显著高于同行业的平均水平。 

2021 年 2 月 8 日至 3 月 8 日，公司股票价格累计上涨 113.89%，股价大

幅上涨与公司经营业绩等基本面情况没有明确的匹配关系。 

公司特别提醒投资者，理性投资并注意二级市场交易风险。 

三、向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书面函询，说明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

是否计划对你公司进行股权转让、资产重组以及其他对公司有重大影响的事项。 

公司回复： 

公司分别向控股股东崇义章源投资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章源控股”）及

实际控制人黄泽兰先生书面送达了询证函。 

章源控股及黄泽兰先生均书面回复：暂无计划对公司进行股权转让、资产重

组以及其他对公司有重大影响的事项。 

公司将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要求，及时做好信息披露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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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详细说明近期接待机构和个人投资者调研的情况，是否存在违反公平

披露原则的事项。 

公司回复： 

公司近期不存在接待机构和个人投资者调研的情况，公司通过电话沟通、深

圳证券交易所互动易平台等方式，与投资者保持交流，沟通内容均为公开信息，

不存在违反公平披露原则的事项。 

公司将严格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及《信息披露管

理制度》等相关制度规则要求，遵循公开、公平、公正原则，真实、准确、完整

地做好信息披露工作。 

五、核查你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持股 5%以上股东、董事、监事、

高级管理人员及其直系亲属最近 1 个月是否存在买卖你公司股票的行为，是否

存在涉嫌内幕交易的情形。 

公司回复： 

公司接到关注函后，立即展开了针对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持股 5%

以上股东、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买卖公司股票的自查，并向相关人员书面

送达了询证函。 

经公司自查及询证核实，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持股 5%以上股东、董事、

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其直系亲属，最近 1 个月不存在买卖本公司股票的行为，

亦不存在内幕交易的情形。 

 

特此公告。 

 

 

崇义章源钨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 年 3 月 9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