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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钨高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2010 年第三季度报告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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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确性和完整性负个别及连
带责任。
1.2 公司第三季度财务报告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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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
2010.9.30

增减幅度（%）

2009.12.31

总资产（元）

386,371,851.94

458,548,375.46

-15.7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元）

326,790,019.11

320,648,662.13

1.92%

股本（股）

222,574,620.00

222,574,620.00

0.00%

1.47

1.44

2.0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元/
股）
2010 年 7-9 月
营业总收入（元）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比上年同期增减（%）

2010 年 1-9 月

比上年同期增减（%）

240,139,130.44

4.07%

843,896,487.72

42.24%

2,047,840.26

-58.41%

6,141,356.98

126.47%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

-

-2,258,301.57

-141.68%

每股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股）

-

-

-0.01

-100.00%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09

-59.09%

0.028

126.92%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09

-59.09%

0.028

126.92%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0.63%

-60.00%

1.90%

127.00%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加权平均净资产
收益率（%）

0.60%

-70.00%

2.16%

13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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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经常性损益项目

年初至报告期末金额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
合计

附注

-859,720.47

-

-859,720.4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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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6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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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南金元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4,85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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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35,000 人民币普通股

北京铭泽投资有限公司

9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湖南成卓金属材料有限公司

894,000 人民币普通股

北京嘉利能源投资有限公司

873,189 人民币普通股

包头铝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869,210 人民币普通股

王金成

764,053 人民币普通股

王韬

736,000 人民币普通股

袁晓挥

666,4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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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公司将银行承兑汇票用于支付及贴现，应收票据减少了 2878 万元；
2、由于公司降低了库存量，因此存货减少 3784 万元；
3、因上述两个方面等原因，应付账款减少了 3677 万元；
4、由于预收账款合同基本执行完毕，预收账款减少 3764 万元；
5、由于原材料价格上涨、销售增加，营业成本增加 21205 万元；
6、由于产品价格上涨，报告期营业收入比上年同期增加了 25061 万元；
7、随着业绩的好转，研发费用、工资费用及设备维修等相关费用有所增加，因此管理费
用增加 690 万元；
8、净利润同比增加 29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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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1 非标意见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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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 年度审计机构天职国际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为公司出具了“天职湘审字(2010)第 97
号”带强调事项段的无保留意见审计报告，报告认为“自贡分公司与自贡硬质合金有限责任公
司长期以来未能完全做到五分开及存在大量的关联交易，因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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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董事会对非标准无保留意见审计报告涉及的事项进行
了说明，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10 年 3 月 35 日披露的 2009 年度报告全文。
公司股票于 2010 年 4 月 9 日被深圳证券交易所实施暂停上市。截至报告期日，公司控股
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正在讨论相关重组方案，积极为公司恢复上市及彻底解决上述问题采取措
施，但相关方案的可行性正在与所涉及的机构进行沟通，尚存在不确定性。待相关方案确定后，
公司董事会将及时予以公告。
3.2.2 公司存在向控股股东或其关联方提供资金、违反规定程序对外提供担保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3.2.3 日常经营重大合同的签署和履行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2010 年 3 月 5 日，
公司与关联方自贡硬质合金有限责任公司等签署了一系列关联交易协议。
报告期内，公司严格履行关联交易协议的有关条款。
3.2.4 其他
□ 适用 √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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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承诺人

承诺内容

履行情况
近几年来，湖南有色金属股份有限公

收购成功后将在 2007 年底以前， 司致力于完成上述承诺，并分别于

收购报告书或权益
变动报告书中所作
承诺

湖南有色金属
股份有限公司

在得到湖南有色金属股份有限公

2007 年、2008 年推进了公司重大资产

司股东大会及中钨高新股东大会

重组，通过向湖南有色金属股份有限

审议通过的基础上，通过定向增发 公司增发股份收购其拥有的硬质合金
等方式将其拥有和控制的与中钨

相关资产。但由于种种原因，两次重

高新构成同业竞争的硬质合金等

大资产重组均未取得成功，致使湖南

相关业务和资产注入中钨高新。

有色金属股份有限公司截至报告期末
仍未实现承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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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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扭 亏
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期末

累计净利润的预计数（万元）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业绩预告的说明

上年同期

增减变动（%）

700.00

-1,056.30 增长

166.00%

0.032

-0.048 增长

166.00%

公司上年度产品销量及售价均受金融危机的影响，因此亏损严重。而今年钨
价一直在稳步上扬，公司经营基本恢复正常，处于盈利状态。预计本年度将盈利
约 700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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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 衍生品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3.6.1 报告期末衍生品投资的持仓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中钨高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O 一 O 年十月二十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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