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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重要提示
1.1 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本报告所载资料不存在任
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
连带责任。
1.2 除下列董事外，其他董事亲自出席了审议本次季报的董事会会议。
董事姓名

董事职务

未亲自出席会议原因

被委托人姓名

吴国根

董事

工作原因

杨伯华

张毅

董事

工作原因

杨伯华

贾信民

董事

工作原因

文跃华

1.3 公司第一季度财务报告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
1.4 公司负责人杨伯华、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文跃华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
胡善学声明：保证季度报告中财务报告的真实、完整。
§2 公司基本情况
2.1 主要会计数据及财务指标
单位：（人民币）元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期末

增减变动（％）

总资产

426,212,130.94

446,092,315.97

-4.46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

311,856,070.91

331,211,657.53

-5.84

股本

222,574,620.00

222,574,620.00

0.00

1.40

1.49

-6.04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每股净资产
本报告期
营业总收入

上年同期

增减变动（％）

179,333,530.76

409,664,932.21

-56.22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19,355,586.62

-13,217,475.52

-46.44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39,735,211.20

17,427,140.03

128.01

0.18

0.08

125.00

基本每股收益

-0.087

-0.06

-45.00

稀释每股收益

-0.087

-0.06

-45.00

净资产收益率

-6.21%

-4.17%

-2.04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资产收益率

-6.17%

-4.17%

-2.00

每股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

年初至报告期期末金额
-123,628.51

合计

-123,628.51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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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非经常性损益全部为固定资产清理损益

2.2 报告期末股东总人数及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股东总数（户）

38,567

前十名无限售条件流通股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全称）

期末持有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数量

种类

包头铝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5,492,400

人民币普通股

海南金元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4,850,000

人民币普通股

中国建设银行--工银瑞信精选平衡混合型
证券投资基金

1,999,995

人民币普通股

广东广晟有色金属集团有限公司

1,711,125

人民币普通股

广东广晟有色金属进出口有限公司

1,535,025

人民币普通股

王佳渝

1,078,300

人民币普通股

工银瑞信基金公司--工行--特定客户资产

1,0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董湘琳

806,800

人民币普通股

李宇峰

728,500

人民币普通股

杨文学

5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3 重要事项
3.1 公司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大幅度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1、受金融危机影响，市场对硬质合金需求减少，一季度销量下降，母公司销售收入较上
年同期减少 22881 万元，相应影响利润总额较上年同期减少 1173 万元。
2、归还银行短期借款，同时转让南宁德瑞科实业有限公司，因此财务费用较上年同期减
少 602 万元。
3、加大货款回收力度，兑现应收票据，应收票据较年初减少 2658 万元，货币资金增加
3736 万元。
4、加快存货周转速度，存货较年初减少 2250 万元。
5、预结转固定资产，在建工程较年初减少 450 万元。
3.2 重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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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 2008 年度审计机构北京大公天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为公司出具了“带强调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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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的无保留意见审计报告”。其强调事项如下:
中钨高新的自贡分公司与同受控股股东控制的自贡硬质合金有限责任公司在人员、机构等
方面未能做到完全分开，且与该公司之间存在频繁的关联交易。因中钨高新第五届董事会 2009
年第一次临时会议通过了《关于终止实施重大资产重组事项的议案》
，故截止本报告日，中钨
高新的控股股东股改时承诺将旗下硬质合金相关业务和资产注入公司的重组事项尚未能完成，
导致中钨高新的自贡分公司未来的独立运营及可持续盈利能力具有重大不确定性。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规定，公司董事会在 2008 年年度报告中对上述
强调事项作了详细的说明。
截止本报告期末，上述强调事项依然存在，公司尚未研究解决方案。公司将继续与大股东
一道寻求解决该问题的方案。
3.3 公司、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承诺事项履行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承诺事项

承诺内容

履行情况

湖南有色金属股份有限公司承诺自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实施日起
股改承诺

12 个月内不上市交易或者转让。在 12 个月满后， 12 个月内通过深
交所挂牌交易出售股份数量不超过本公司总股本的 5%，24 个月内不

严格履行承诺

超过本公司总股本的 10%。
1、湖南有色金属股份有限公司收购公司股权成功后，承诺将在
2007 年底以前，在得到湖南有色金属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大会及中钨
高新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基础上，通过定向增发等方式将其拥有和控
收购报告书或权益变 制的与中钨高新构成同业竞争的硬质合金等相关业务和资产注入中
动报告书中所作承诺 钨高新。
2、2008 年 12 月 31 日，湖南有色金属股份有限公司收购自贡硬
质合金有限责任公司持有的公司 11.51%股权时承诺，未来 12 个月内

关于第一项承
诺，由于种种原
因，截止报告期
末尚未完成；关
于第二项承诺，
截止报告期末严
格履行承诺。

不减持其已拥有的股份。
重大资产重组时所作
承诺
发行时所作承诺
其他承诺（包括追加
承诺）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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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预测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期末的累计净利润可能为亏损或者与上年同期相比发生大

幅度变动的警示及原因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业绩预告情况

亏损
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期末

上年同期

增减变动（%）

累计净利润的预计数（万
元）

约-3000

-38.56

下降

-7895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约-0.13

-0.002

下降

-6500

业绩预告的说明

因受金融危机及有色金属价格下调等影响，公司产品销售量大幅下降，单位产品
生产成本较高，利润大幅降低。

3.5 其他需说明的重大事项
3.5.1 证券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3.5.2 报告期接待调研、沟通、采访等活动情况表
本报告期没有接待投资者实地调研、电话沟通和书面问询。
3.5.3 其他重大事项的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4 附录
4.1 资产负债表
单位：
（人民币）元
项目

期末余额
合并

年初余额
母公司

合并

母公司

流动资产：
货币资金

94,215,672.88

94,215,672.88

56,853,176.21

56,853,176.21

11,766,170.00

11,766,170.00

38,342,300.00

38,342,300.00

12,098,609.13

12,098,609.13

12,252,248.11

12,252,248.11

230,000.00

230,000.00

798,532.48

798,532.48

结算备付金
拆出资金
交易性金融资产
应收票据
应收账款
预付款项
应收保费
应收分保账款
应收分保合同准备金
应收利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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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收股利
其他应收款

1,945,907.53

1,945,907.53

1,327,005.37

1,327,005.37

127,722,718.70

127,722,718.70

150,219,627.19

150,219,627.19

247,979,078.24

247,979,078.24

259,792,889.36

259,792,889.36

长期股权投资

14,012,263.63

14,012,263.63

14,012,263.63

14,012,263.63

投资性房地产

4,355,656.59

4,355,656.59

4,442,035.54

4,442,035.54

固定资产

157,331,047.27

157,331,047.27

160,549,536.74

160,549,536.74

在建工程

-3,943,954.05

-3,943,954.05

551,227.82

551,227.82

3,313,457.42

3,313,457.42

3,486,377.15

3,486,377.15

342,480.93

342,480.93

435,884.82

435,884.82

2,822,100.91

2,822,100.91

2,822,100.91

2,822,100.91

非流动资产合计

178,233,052.70

178,233,052.70

186,299,426.61

186,299,426.61

资产总计

426,212,130.94

426,212,130.94

446,092,315.97

446,092,315.97

应付账款

87,770,898.62

87,770,898.62

81,099,105.66

81,099,105.66

预收款项

620,432.41

620,432.41

买入返售金融资产
存货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资
产
其他流动资产
流动资产合计
非流动资产：
发放贷款及垫款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持有至到期投资
长期应收款

工程物资
固定资产清理
生产性生物资产
油气资产
无形资产
开发支出
商誉
长期待摊费用
递延所得税资产
其他非流动资产

流动负债：
短期借款
向中央银行借款
吸收存款及同业存放
拆入资金
交易性金融负债
应付票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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卖出回购金融资产款
应付手续费及佣金
应付职工薪酬

6,675,555.83

6,675,555.83

7,657,881.44

7,657,881.44

-230,705.10

-230,705.10

7,077,012.58

7,077,012.58

727,673.28

727,673.28

727,673.28

727,673.28

8,738,875.32

8,738,875.32

8,265,655.81

8,265,655.81

104,302,730.36

104,302,730.36

104,827,328.77

104,827,328.77

10,053,329.67

10,053,329.67

10,053,329.67

10,053,329.67

10,053,329.67

10,053,329.67

10,053,329.67

10,053,329.67

114,356,060.03

114,356,060.03

114,880,658.44

114,880,658.44

实收资本（或股本）

222,574,620.00

222,574,620.00

222,574,620.00

222,574,620.00

资本公积

202,992,767.77

202,992,767.77

202,992,767.77

202,992,767.77

47,938,405.88

47,938,405.88

47,938,405.88

47,938,405.88

-161,649,722.74

-161,649,722.74

-142,294,136.12

-142,294,136.12

311,856,070.91

311,856,070.91

331,211,657.53

331,211,657.53

所有者权益合计

311,856,070.91

311,856,070.91

331,211,657.53

331,211,657.53

负债和所有者权益总计

426,212,130.94

426,212,130.94

446,092,315.97

446,092,315.97

应交税费
应付利息
应付股利
其他应付款
应付分保账款
保险合同准备金
代理买卖证券款
代理承销证券款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
债
其他流动负债
流动负债合计
非流动负债：
长期借款
应付债券
长期应付款
专项应付款
预计负债
递延所得税负债
其他非流动负债
非流动负债合计
负债合计
所有者权益（或股东权益）：

减：库存股
盈余公积
一般风险准备
未分配利润
外币报表折算差额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
合计
少数股东权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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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利润表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本期金额
合并

上期金额
母公司

合并

母公司

一、营业总收入

179,333,530.76

179,333,530.76

409,664,932.21

408,141,899.39

其中：营业收入

179,333,530.76

179,333,530.76

409,664,932.21

408,141,899.39

二、营业总成本

198,565,488.87

198,565,488.87

423,717,197.10

415,768,155.63

其中：营业成本

188,717,111.49

188,717,111.49

407,190,906.40

403,959,114.44

392,065.38

392,065.38

1,478,942.91

1,393,262.49

销售费用

73,729.02

73,729.02

649,866.91

179,172.88

管理费用

9,392,445.40

9,392,445.40

8,384,627.95

7,769,812.10

财务费用

-9,862.42

-9,862.42

6,012,852.93

2,466,793.72

利息收入
已赚保费
手续费及佣金收入

利息支出
手续费及佣金支出
退保金
赔付支出净额
提取保险合同准备金
净额
保单红利支出
分保费用
营业税金及附加

资产减值损失
加：公允价值变动收益（损
失以“-”号填列）

-1,059,084.36

投资收益（损失以“-”
号填列）
其中：对联营企业和
合营企业的投资收益
汇兑收益（损失以“-”
号填列）
三、营业利润（亏损以“-”
号填列）

-19,231,958.11

-19,231,958.11

-15,111,349.25

加：营业外收入

7,013.27

7,013.27

31,814.75

减：营业外支出

130,641.78

130,641.78

1,680.78

130,641.78

130,641.78

四、利润总额（亏损总额以“-” -19,355,586.62

-19,355,586.62

其中：非流动资产处置损
失

-15,081,215.28

-7,626,256.24

-7,626,256.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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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填列）
减：所得税费用
五、净利润（净亏损以“-”
号填列）

-19,355,586.62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
净利润

-19,355,586.62

-19,355,586.62

-15,081,215.28

-7,626,256.24

-13,217,475.52

少数股东损益

-1,863,739.76

六、每股收益：
（一）基本每股收益

-0.087

-0.06

（二）稀释每股收益

-0.087

-0.06

4.3 现金流量表
单位：
（人民币）元
项目

本期金额
合并

上期金额
母公司

合并

母公司

一、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销售商品、提供劳务收到的现金 124,702,946.29 124,702,946.29 243,064,149.96 240,148,199.85
客户存款和同业存放款项净增加
额
向中央银行借款净增加额
向其他金融机构拆入资金净增加
额
收到原保险合同保费取得的现金
收到再保险业务现金净额
保户储金及投资款净增加额
处置交易性金融资产净增加额
收取利息、手续费及佣金的现金
拆入资金净增加额
回购业务资金净增加额
收到的税费返还
收到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经营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购买商品、接受劳务支付的现金

925,147.92

925,147.92

622,452.04

622,452.04

125,628,094.21 125,628,094.21 243,686,602.00 240,770,651.89
60,575,406.89

60,575,406.89 177,269,301.68 177,269,301.68

10,365,513.11

10,365,513.11

客户贷款及垫款净增加额
存放中央银行和同业款项净增加额
支付原保险合同赔付款项的现金
支付利息、手续费及佣金的现金
支付保单红利的现金
支付给职工以及为职工支付的现金

28,980,975.21 28,493,792.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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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付的各项税费
支付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11,226,465.41

11,226,465.41

3,725,497.60

3,725,497.60

4,199,453.03

3,892,718.23

15,809,732.05 14,725,677.36

经营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85,892,883.01

85,892,883.01 226,259,461.97 224,381,489.57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39,735,211.20

39,735,211.20

8,715.56

8,715.56

8,715.56

8,715.56

2,381,426.88

2,381,426.88

9,897,603.92

9,897,603.92

2,381,426.88

2,381,426.88

9,897,603.92

9,897,603.92

-2,372,711.32

-2,372,711.32

17,427,140.03 16,389,162.32

二、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收回投资收到的现金
取得投资收益收到的现金
处置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
长期资产收回的现金净额
处置子公司及其他营业单位收到
的现金净额
收到其他与投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投资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购建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
长期资产支付的现金
投资支付的现金
质押贷款净增加额
取得子公司及其他营业单位支付
的现金净额
支付其他与投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投资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9,897,603.92 -9,897,603.92

三、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吸收投资收到的现金
其中：子公司吸收少数股东投资
收到的现金
取得借款收到的现金

30,000,000.00 30,000,000.00

发行债券收到的现金
收到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1,926.52

筹资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30,001,926.52 30,000,000.00

偿还债务支付的现金
分配股利、利润或偿付利息支付
的现金

30,468,860.28 30,300,000.00
3.21

3.21

2,935,902.57

2,935,902.57

其中：子公司支付给少数股东的
股利、利润
支付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筹资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069,479.85
3.21

3.21

34,474,242.70 33,235,902.57

-3.21

-3.21

-4,472,316.18 -3,235,902.57

四、汇率变动对现金及现金等价物的
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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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
加：期初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余额
六、期末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余额

37,362,496.67

37,362,496.67

3,057,219.93

3,255,655.83

56,853,176.21

56,853,176.21

6,288,033.96

4,248,898.71

94,215,672.88

94,215,672.88

9,345,253.89

7,504,554.54

4.4 审计报告
审计意见： 未经审计。

中钨高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OO 九年四月十五日

1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