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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重要提示 

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季度报告内容的真

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

连带的法律责任。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次季报的董事会会议。 

公司负责人巨建辉、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刘咏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

人员)叶闽敏声明：保证季度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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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公司基本情况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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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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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19,001,401.02 3,568,704,947.14 12.6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元） 
1,776,017,527.28 1,775,076,351.59 0.05% 

 本报告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

增减 
年初至报告期末 

年初至报告期末比上

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元） 389,993,001.31 6.53% 1,160,522,819.85 15.2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元） 
14,047,712.62 -9.92% 37,194,618.43 4.1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元） 
7,430,900.60 -38.04% 19,105,278.39 -11.11%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元） 
-36,471,285.49 -119.48% 64,447,949.09 129.99%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330 -10.08% 0.0874 4.17%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330 -10.08% 0.0874 4.17%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0.79% -0.10% 2.07% 0.01%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项目 年初至报告期期末金额 说明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包括已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冲销部分） 111,189.82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与企业业务密切相关，按照国家统

一标准定额或定量享受的政府补助除外） 
32,426,280.27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106,102.06  

减：所得税影响额 5,783,883.37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8,770,348.74  

合计 18,089,340.04 --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将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 1 号——非经常性损益》定义、列举的非经常性损益

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的项目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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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报告期末股东总数及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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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4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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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西北有色金属研究院 国有法人 28.89% 122,909,988 0   

西安航天科技工业公司 国有法人 12.30% 52,326,880 0   

新华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分红－

团体分红-018L-FH001 深 
其他 2.65% 11,290,398 0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国有法人 1.87% 7,951,200 0   

平安大华基金－平安银行－国海证券

股份有限公司 
其他 1.08% 4,615,388 0   

鞍山钢铁集团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1.06% 4,503,231 0   

新华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投连－

创世之约-018L-TL001 深 
其他 1.05% 4,445,587 0   

南方基金－建设银行－中国人寿－中

国人寿委托南方基金混合型组合 
其他 0.90% 3,811,318 0   

第一创业证券－国信证券－共盈大岩

量化定增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其他 0.79% 3,357,713 0   

财通基金－工商银行－国海证券股份

有限公司 
其他 0.70% 2,980,998 0   

前 10 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股份数量 
股份种类 

股份种类 数量 

西北有色金属研究院 122,909,988 人民币普通股 122,909,988 

西安航天科技工业公司 52,326,880 人民币普通股 52,326,880 

新华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分红－团体分红-018L-FH001 深 11,290,398 人民币普通股 11,290,398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7,951,200 人民币普通股 7,951,200 

平安大华基金－平安银行－国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4,615,388 人民币普通股 4,615,388 

鞍山钢铁集团有限公司 4,503,231 人民币普通股 4,503,231 

新华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投连－创世之约-018L-TL001 深 4,445,587 人民币普通股 4,445,587 

南方基金－建设银行－中国人寿－中国人寿委托南方基金混合 3,811,318 人民币普通股 3,811,3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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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组合 

第一创业证券－国信证券－共盈大岩量化定增集合资产管理计

划 
3,357,713 人民币普通股 3,357,713 

财通基金－工商银行－国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980,998 人民币普通股 2,980,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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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参与融资融券业务情况说明（如有） 不适用 

公司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前 10 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在报告期内未进行约定购回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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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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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重要事项 

一、报告期主要财务数据、财务指标发生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一）资产负债表项目 

资    产 期末余额 期初余额 增减比例 变动原因 

货币资金 330,834,948.24 212,852,113.84 55.43% 本期为偿还借款临时增加及暂收往来款所致。 

预付款项 80,082,175.26 39,822,738.86 101.10% 本期支付的原料采购预付款增加所致。 

其他应收款 32,012,987.93 7,482,786.12 327.82% 本期应收项目拨款增加所致。 

其他流动资产 14,960,273.64 31,372,653.61 -52.31% 公司本期增值税留抵税额减少所致。 

长期应收款 2,660,367.75 759,173.84 250.43% 本期分期收款销售产品增加所致。 

在建工程 93,015,488.96 57,667,266.24 61.30% 

主要系新增火力发电厂锅炉尾气用金属滤袋及除尘器

生产线技术改造、自主化核电站堆芯关键材料国产化

项目建设支出增加所致。 

开发支出 51,737,981.29 14,859,597.54 248.18% 
公司在核电、航空、环保等领域所投入的稀有金属材

料应用开发支出增加所致。 

应付票据及应付账款 561,703,821.23 376,662,430.67 49.13% 本期原材料采购增加所致。 

其他应付款 112,989,366.73 11,745,577.52 861.97% 下属子公司暂收往来款所致。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

负债 
5,000,000.00 1,000,000.00 400.00% 主要是一年内到期的长期应收款重分类增加所致。 

 

（二）利润表项目 

项目 本期发生额 上期发生额 增减比例 变动原因 

销售费用 28,087,524.33  17,388,326.79  61.53% 
本年销售收入增加对应运费增加及开拓新市场力度

加大所致。 

研发费用 21,276,881.75  10,815,790.97  96.72% 
本年公司在核电、航空、环保等领域所投入的稀有金

属材料应用开发支出增加及新品开发力度加大。 

财务费用 34,484,135.57  26,183,384.32  31.70% 本年借款较上年增加所致。 

资产处置收益 111,189.82  208,023.06  -46.55% 本年处置固定资产较上年减少所致。 

营业外收入 1,230,559.32  730,964.28  68.35% 
本年收到与日常经营活动无关的政府补助较上年增

加所致。 

营业外支出 124,457.26  1,130,129.12  -88.99% 
本年报废固定资产及应收账款坏账核销较上年减少

所致。 

 

（三）现金流量表项目 

项目 本期发生额 上期发生额 增减比例 变动原因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64,447,949.09  -214,887,442.35  129.99% 

主要系本年收入及回款较上年增加，及暂收往来款所

致。 



西部金属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第三季度报告正文 

7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78,994,591.84  207,093,812.08  -61.86% 

本年公司分配股利较上年增加及根据《关于2018年度

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有关问题的解读 》本年将收到

的与资产相关的政府补助计入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所致。 

 

二、重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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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公司实际控制人、股东、关联方、收购人以及公司等承诺相关方在报告期内超期未履行

完毕的承诺事项 

√ 适用 □ 不适用  

承诺事由 承诺方 承诺类型 承诺内容 承诺时间 
承诺

期限 
履行情况 

首次公开发行或再融资

时所作承诺 

西北有色金

属研究院 

关于同业竞

争、关联交易、

资金占用方面

的承诺 

不直接或间接从事与本公司主营业务

相同或相似的生产经营和销售。 

2007 年 08

月 10 日 
长期 

截止目前未发

生违反相关承

诺的事项 

西北有色金

属研究院 
其他承诺 

不越权干预公司的经营管理活动，不侵

占公司利益。 

2016 年 02

月 19 日 
长期 正在履行 

程志堂;杜明

焕;顾亮;何雁

明;金宝长;巨

建辉;李明强;

刘晶磊;彭建

国;师万雄;颜

学柏;杨建朝;

杨延安;张俊

瑞;张平祥;郑

学军 

其他承诺 

1、本人承诺不无偿或以不公平条件向

其他单位或者个人输送利益，也不采用

其他方式损害公司利益。2、本人承诺

对本人的职务消费行为进行约束。3、

本人承诺不动用公司资产从事与本人

履行职责无关的投资、消费活动。4、

若本人所适用薪酬考核方法与公司为

本次融资所做填补回报措施的执行情

况相挂钩，本人承诺将严格遵守。5、

本人承诺在公司实施股权激励计划时，

其行权条件将与公司填补回报措施的

执行情况相挂钩。6、本人承诺出具日

后至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完

毕前，若中国证监会、证券交易所等相

关部门作出关于填补回报措施及其承

诺的其他新的监管规定的，且上述承诺

不能满足中国证监会、证券交易所等相

关部门的规定时，本人承诺届时将按照

最新规定出具补充承诺。 

2016 年 02

月 19 日 
长期 正在履行 

承诺是否按时履行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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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承诺超期未履行完毕

的，应当详细说明未完

成履行的具体原因及下

一步的工作计划 

不适用 

四、对 2018 年度经营业绩的预计 

2018 年度预计的经营业绩情况：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正值且不属于扭亏为盈的情形 

2018 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变动幅度 7.26% 至 25.75% 

2018 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变动区间

（万元） 
5,800 至 6,800 

2017 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万元） 5,407.48 

业绩变动的原因说明 公司在市场开拓和创新发展等方面成效显著，推动公司经营状况持续向好。 

五、以公允价值计量的金融资产 

不适用  

六、违规对外担保情况 

公司报告期无违规对外担保情况。 

七、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对上市公司的非经营性占用资金情况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对上市公司的非经营性占用资金。 

八、委托理财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委托理财。 

九、报告期内接待调研、沟通、采访等活动登记表 

公司报告期内未发生接待调研、沟通、采访等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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