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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149                           证券简称：西部材料                           公告编号：2022-012 

西部金属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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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体董事均亲自出席了审议本次年报的董事会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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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88,214,2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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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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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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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 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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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传真 029-89698416 029-86968416 

电话 029-869684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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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是主要从事稀有金属材料的研发、生产和销售的新材料行业的领军企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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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发生产基地，拥有钛及钛合金加工材、

层状金属复合材料、稀贵金属材料、金属纤维及制品、钨钼材料及制品、稀有金属装备、钛材高端日用消

费品和精密加工制造等八大业务板块，产品主要应用于航空航天、核电、环保、海洋工程、石化、化工、

冶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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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前，公司各细分产业的竞争格局各有不同。其中钛锆材加工产业保持高端民用市场的竞争优势，继

续扩大在军工领域的市场份额，航空、航天用薄板已实现多规格钛合金板材的批量稳定化生产，民用锆材

市场份额进一步提升；金属层状复合材料产业处于国际先进水平，通过不断深耕PTA、醋酸、蛋氨酸、湿

法冶金等行业应用，助力传统装备改造增效升级和新兴产业创新发展；金属纤维及过滤材料产业处于国际

先进水平，技术扎实，质量稳定，在化纤领域市场认可程度高，在高温烟气除尘领域已成为市场引领者；

稀贵金属产业相关核电用银合金控制棒、中子吸收体、贵金属导电装置材料、高温铌合金、钽合金、超导

线材用铌板钽带材、铂复合阳极等关键材料生产技术具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技术优势明显；难熔金属产

业技术水平国内先进，其磨光钨钼板、钨片材和TZM棒材各项指标领先行业，多层靶盘拥有自主知识产权，

技术国内领先；民用消费品产业结合自有技术开发设计产品，钛材日用消费品系列逐步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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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化的特色发展道路，全面提升公司核心竞争力，使公司成为在航空航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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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位：元 

 2021 年末 2020 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减 2019 年末 

总资产 5,764,755,587.73 5,589,338,784.49 3.14% 4,425,801,965.4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2,629,450,286.56 2,581,954,514.93 1.84% 1,798,939,410.91 

 2021 年 2020 年 本年比上年增减 2019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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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业收入 2,394,570,076.87 2,029,344,039.81 18.00% 2,006,102,610.3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33,051,503.11 79,408,077.48 67.55% 61,465,474.9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104,650,716.31 43,385,888.97 141.21% 40,640,981.28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4,447,002.01 -267,307,534.13 98.34% 143,564,422.04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2725 0.1867 45.96% 0.1445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2725 0.1867 45.96% 0.1445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5.12% 4.37% 0.75% 3.41% 

（2）分季度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元 

 第一季度 第二季度 第三季度 第四季度 

营业收入 459,527,702.74 697,552,635.02 602,731,765.51 634,757,973.6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30,737,290.24 41,183,775.96 31,406,881.98 29,723,554.9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27,009,550.78 38,319,295.06 24,862,875.18 14,458,995.29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37,343,327.66 -160,855,861.45 38,013,118.32 155,739,068.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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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期末普通股

股东总数 
47,840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

一个月末普通股股

东总数 

62,5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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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记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西北有色金属研究院 国有法人 25.18% 122,909,988 0   

西安航天科技工业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10.54% 51,450,104 0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交银施罗

德经济新动力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境内非国有法人 3.49% 17,054,885 0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交银施罗德创

新领航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境内非国有法人 2.40% 11,735,530 0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交银施罗

德瑞卓三年持有期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境内非国有法人 1.29% 6,304,192 0   

航发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北京国发航空

发动机产业投资基金中心（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人 1.23% 6,000,000 0   

泰康人寿保险有限责任公司－投连－行

业配置 
境内非国有法人 1.18% 5,784,184 0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华安文体健康

主题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境内非国有法人 1.04% 5,082,60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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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华安安华灵活

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境内非国有法人 1.01% 4,949,300 0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交银施罗

德成长 30 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境内非国有法人 0.90% 4,392,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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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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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存续的债券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三、重要事项 

2021年是公司“十四五”的开局之年，公司全体干部职工团结一致克服疫情影响，以国家战略布局和市

场需求为导向，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持续优化产品结构，积极推进对外战略合作，推动高素质干

部队伍建设，较好的完成全年生产经营任务。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23.95亿元，同比增长18.0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1.33亿元，同比增长67.55%，公司整体经营实现持续增长。 

（一）积极布局“十四五”相关工作，保持公司发展定力 

科学谋划公司战略性布局，高标准高质量做好“十四五”规划。经充分酝酿并邀请外部专家专题论证，

完成公司“十四五”及中长期发展规划，明确公司以钛产业为主体，复合材料、稀贵材料及过滤材料产业为

重要组成部分，其他产业协同发展的多元化集群的发展定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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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高质量发展取得新突破 

2021年，公司整体收入持续增加，主营业务盈利能力持续增强，其中高端应用领域收入占比大幅提升，

航空航天领域销售收入达到7.3亿元，同比增加35%。实现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1.05亿元，同比增加141.21%。 

（三）稳步推进募投项目建设 

募集资金到位后，公司根据形势变化适时调整了募投项目实施内容。新建熔炼厂房于2021年3月开工

建设，已完成厂房钢结构主体、主要设备基础及水电气施工，具备设备通水、通电、通气条件。设备部分

涉及板材产能提升的加热炉、砂光机、退火矫直生产线及配套设备已投产使用，大幅提升了军工钛材特别

是军工薄板的产能；涉及熔炼产能提升的设备正陆续进场安装调试，预计将于2022年第二季度投产。  

（四）持续加强研发创新工作 

2021年全年投入研发经费1.20亿元，占营业收入的5.03%，公司继续加大新产品、新产业的培育开发，

为公司带来新的增长点，部分产品实现批产。主要包括：优化了航空航天用钛合金薄板制备技术，大幅提

高生产效率；实现了装甲用高性能低成本钛合金板材的工业化制备；锆钢双层复合技术开发实现产品出口；

攻克了高温烟气除尘领域耐蚀合金网滤袋生产制备和连续焊接技术；首次完成大规格中厚铌钨合金板材批

量化生产；难熔金属多层复合靶材成功交付实用化样品，完成热沉材料钼合金基础开发，测试性能良好；

制备出长度超过20米的油气开采用高强韧钛合金管；开发出微颗粒表面嵌入超细纳米银量子点的原位合成

技术；在氢燃料电池双极板用纯钛带材的试制进行了初步探索；加强钛合金型材与壳体、隔膜阀/减压阀等

阀类精密零部件产品的技术开发，形成较为完善的生产制备工艺。 

（五）积极推进子公司挂牌进层和增资工作 

1.控股子公司顺利挂牌进层。2021年上半年完成控股子公司天力公司、西诺公司和菲尔特公司新三板

挂牌工作，天力公司、菲尔特公司于2021年6月进入创新层，完善了法人治理结构，股东回报实现较大增

长。 

2.完成天力公司、菲尔特公司增资扩股并积极推进西诺公司增资扩股工作。天力公司增资扩股900万股，

募集资金4005万元；菲尔特公司增资扩股345万股，募集资金1991万元；西诺公司增资扩股方案已获股东

大会审议通过，预计2022年5月底完成。 

3.收购西部钛业所持泰金公司股权并参与泰金公司增资，公司以1920万元收购西部钛业持有的泰金公

司20%股权，并出资960万元参与泰金公司增资扩股，持股比例保持在20%。 

4.完成对参股公司西部新锆增资工作。公司出资1599万元认购西部新锆新增318.5万元股权，增资完成

后公司持有西部新锆3098.5万元股权，持股比例8.48%。 

5.完成对参股公司朝阳金达增资工作。公司出资1011万元参与本次增资，持股比例保持8%不变。进一

步加深了公司与上游军工原材料供应商的战略合作，保障了军工原材料的供应。 

（六）积极优化干部、人才队伍结构，凝聚公司发展合力 

1.着力培养优秀年轻干部，努力打造一支想干事、能干事、干成事的干部队伍。根据公司干部队伍建

设需求，对公司有关职能部门及控股子公司的相关干部进行调整、选拔和任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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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加大高层次人才引进力度，提高储备人才质量。年度共招聘博士22人、硕士45人，增强了公司发展

软实力。 

（七）持续推进“两个平台建设” 

创新平台建设：2021年，西部材料获批国家级企业技术中心，标志着公司在创新平台建设方面迈上了

一个新台阶。 2021年公司启动联合技术中心4个重点实验室筹建工作。新能源材料实验室和环境安全新材

料实验室装备已基本安装完成，基本具备了相应方向的测试及开发条件；熔铸加工实验室、金属深加工及

特种板材实验室预计在2022年二季度全面投入使用。 

数字化平台建设：对ERP系统运行情况全面复盘，开展3期ERP应用提升培训，组织梳理物料编码和全

球地址薄。实施财务移动报销系统及电子档案。推进MES调研，前往青岛双瑞、中航电测等参观学习MES

实施经验并与实施商深入交流，形成MES初步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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