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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378                           证券简称：章源钨业                         公告编号：2022-042 

崇义章源钨业股份有限公司 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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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报告的董事会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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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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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章源钨业 股票代码 002378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变更前的股票简称（如有） 无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刘佶 张翠 

办公地址 江西省赣州市崇义县城塔下 江西省赣州市崇义县城塔下 

电话 0797-3813839 0797-3813839 

电子信箱 info@zy-tungsten.com info@zy-tungsten.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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崇义章源钨业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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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75,591,797.19 1,254,623,033.88 33.5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141,677,999.57 37,236,531.48 280.4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

利润（元） 
125,007,660.52 22,779,762.10 448.77%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122,994,065.26 -67,040,106.90 -83.46%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5 0.04 275.00%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5 0.04 275.0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7.27% 2.18% 增加 5.09 个百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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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811,423,584.95 4,574,576,721.79 5.1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1,929,173,369.40 1,874,465,566.85 2.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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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0,3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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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记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崇义章源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63.25% 584,527,697  质押 327,500,000 

柴长茂 境内自然人 1.31% 12,080,000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境外法人 0.96% 8,892,128    

浙商期货－浙商证券股份有

限公司－浙商期货融畅 11

号单一资产管理计划 

其他 0.37% 3,400,000    

丁伟建 境内自然人 0.25% 2,344,602    

野村东方国际证券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0.22% 2,000,000    

邬伟民 境内自然人 0.21% 1,942,113    

洪锋 境内自然人 0.15% 1,412,100    

范迪曜 境内自然人 0.13% 1,169,465 877,099   

刘志武 境内自然人 0.12% 1,135,0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上述股东中，范迪曜现任本公司董事、常务副总经理、财务总监，公司控

股股东崇义章源投资控股有限公司、范迪曜与其他股东之间不存在关联关

系，也不属于《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规定的一致行动人。未知上述其

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以及是否属于《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

中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明（如有） 

前 10 名股东中，股东崇义章源投资控股有限公司持有 584,527,697 股，其

中通过中国证券金融股份有限公司转融通专用账户持有 5,600,000 股，通过

普通证券账户持有 578,927,697 股；股东柴长茂通过西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 12,080,000 股，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 0

股；股东浙商期货－浙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浙商期货融畅 11 号单一资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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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计划通过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

3,400,000 股，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 0 股；股东丁伟建通过华泰证券股份

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 2,335,402 股，通过普通证券账户

持有 9,200 股；股东洪锋通过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

券账户持有 1,412,100 股，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 0 股；股东黄启阶通过华

西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 976,942 股，通过普

通证券账户持有 113,900 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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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 10 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6、在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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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期内公司生产经营情况 

2022 年上半年，公司积极拓展市场，夯实产品品质，稳健经营，充分发挥全产业链优势，实现营

业收入 167,559.18 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 33.55%，营业利润 16,788.24 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 373.3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4,167.80 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 280.48%；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

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12,500.77 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 448.77%。 

矿山板块： 

1. 矿山生产安全有序 

报告期内，公司矿山生产、安全、环保平稳有序，较好地完成主要生产任务指标，其中钨、锡、铜

精矿总产量 2,489.81 吨。 

2. 找矿勘查成果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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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对探矿权矿区进一步开展勘探工作，重点进行了碧坑、泥坑、石咀脑探矿权矿区的地质勘探工

作，对采矿权矿山进行深部找矿，重点进行了新安子、石雷采矿权矿区的深部找矿，探得石英矿脉 39

条，整体勘探情况良好。其中，从大余石雷钨矿中带钻孔情况看，探得的石英脉带往深部有合并、变大、

变富趋势，公司将继续推进大余石雷钨矿深部资源开发方案的实施，进一步夯实资源储量，同时，加快

开展碧坑、泥坑、石咀脑探矿权矿区的详查工作。 

根据公司矿权在江西省自然资源厅最新的储量评审备案情况，公司所辖矿权保有钨资源储量 9.01

万吨，锡资源储量 1.48 万吨，铜资源储量 1.12 万吨。 

3. 矿权资源整合稳步推进 

公司持续推进现有矿权范围内的资源整合。新安子钨锡矿采矿权矿山与龙潭面探矿权矿区的资源整

合工作，已获得自然资源部划定矿区范围的批复。淘锡坑钨矿采矿权矿山与东峰探矿权矿区的资源整合

工作目前处于申请论证阶段。 

深加工板块： 

1. 努力开拓市场，产品销量稳步增加 

2022 年上半年，国内疫情多点散发，第二季度，钨下游终端市场需求减弱，公司积极开拓市场，

努力克服疫情带来的不利影响，顺利完成上半年销售任务。其中，碳化钨粉销量 2,561.90 吨，较上年同

期增长 17.24%；硬质合金销量 1,000.38 吨，较上年同期增长 13.93%；热喷涂粉销量 173.94 吨，较上年

同期增长 34.09%。 

2. 加快研发创新，优化产品工艺，夯实产品质量 

报告期内，公司通过对碳化钨粉工艺技术的优化，陆续开发了高性能高风压球齿、超粗旋挖用掘进

齿，产品性能提升 30%，新开发 29 个刀片型号，207 个非标异型及冷镦模型号。公司定期召开产品质

量研讨会，讨论分析生产过程中发现的产品质量问题，制定《产品质量提升计划》，通过对各个环节管

控，公司各产品一次校验合格率及最终合格率均超过公司质量目标，产品质量得到进一步提升。 

3. 完成新项目研发，加快推进新项目落地 

报告期内，公司完成“白钨矿绿色冶炼新工艺”项目设备安装和基建工程，可使废水排放量减少 80%，

钨回收率提高到 98.5%以上，废渣量减少 80%。完成“难选细粒级钨中矿冶炼技术”项目研发，可使钨和

锡的金属回收率达到 90%以上，回收率提高 10%。完成“超高性能钨粉体智能制造项目”生产设备和辅

助设备的招标采购，正在实施基建工程。 

赣州澳克泰板块：  

1. 调整销售策略，产品销量实现增长 

根据中国机床工具工业协会统计数据，2022 年上半年，金属切削机床产量同比下降 14.7%，产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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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比下降 1%。面对下游市场需求下降的情况，赣州澳克泰不断推动技术升级，调整销售策略，推进高

附加值产品销售，产品销量较上年同期实现增长。其中涂层刀片销售收入 9,933.13 万元，较上年同期增

长 8.81%；棒材销售收入 12,150.18 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 45.56%。 

2. 加快新产品研发，全面升级产品牌号，进一步提高产品性能 

报告期内，赣州澳克泰完成新产品开发设计 373 款，新增刀片型号 1233 款，刀盘 18 款。同时对产

品牌号进行全面升级，铸铁、钢件、不锈钢及高温合金的部分新产品性能优于国际知名品牌的同类产品。

赣州澳克泰“新型高效高性能切槽、切断加工刀具”获江西省优秀新产品一等奖，“抗高温、高耐磨 PVD 

TiAlSiN 纳米复合涂层刀具” 获江西省优秀新产品二等奖。 

报告期内，公司经营情况未发生重大变化。 

 

 

 

崇义章源钨业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签字： 

 

                                                                                                                             2022 年 8 月 2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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