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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四方达超硬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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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年度报告内容的真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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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报的董事会会议。 

天职国际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本年度公司财务报告的审计意见为：标准的无保留意见。 

本报告期会计师事务所变更情况：公司本年度会计师事务所无变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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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经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的普通股利润分配预案为：以公司总股本 494,328,999 股剔除已回购股份

2,810,788 股后 491,518,211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1.5元（含税），送红股 0股（含

税），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 10股转增 0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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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方达    股票代码 3001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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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海兵 朱领 

办公地址 
河南自贸试验区郑州片区（经开）第十大

街 109 号 

河南自贸试验区郑州片区（经开）第十大

街 109 号 

传真 0371-86070182-321 0371-86070182-321 

电话 0371-66728022 0371-66728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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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子信箱 sr@sf-diamond.com sr@sf-diamond.com 

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一）公司业务概要 

公司主要从事超硬材料及其相关制品的研发、生产和销售，根据国家统计局《战略性新

兴产业分类（2018）》（国家统计局令第23号），公司主要产品属于“新材料产业”中“3.5.3.4 

其他结构复合材料制造”分类的金刚石与金属复合材料、金刚石与金属复合制品、氮化物与

金属复合材料、氮化物与金属复合制品等重点产品类别。复合超硬材料下游可应用于石油钻

探及矿山开采、汽车零部件、装备制造、航空航天、轨道交通、石材、建筑、电子信息等高

端采掘与先进制造领域。 

公司围绕超硬材料不断深耕，目前已经形成了以复合超硬材料为核心、以精密金刚石工

具为新的业务增长点的战略产品体系。按照行业下游应用分类，现阶段公司已经形成稳定销

售收入的产品有两类：应用于资源开采/工程施工领域的复合超硬材料制品（以下简称“资源

开采/工程施工类产品”）和应用于精密加工领域的复合超硬材料制品（以下简称“精密加工

类产品”）。 

1、资源开采/工程施工类产品 

该系列产品主要用于石油、天然气、页岩气、煤炭、矿山的开采及重大基建项目、道路

施工。 

油气开采类产品以石油/天然气钻探用聚晶金刚石复合片为主，主要配套石油/天然气钻

探用PCD及PCD复合钻头，属于勘探开采作业过程中的耗材。产品技术成熟、性能稳定，具有

良好的耐磨性、抗冲击性及耐热性，在地质条件较为复杂的中硬到硬地层具有极好的钻进效

果，可大幅提升页岩油、页岩气开采作业的经济性。目前广泛应用于陆地油田、海上油井的

勘探与开采。 

公司目前已经形成较为完整的产品体系，应用地层涵盖软地层、中硬层、硬地层、含砾

地层等所有地质结构的平齿、异形齿产品组合，在油气勘探与开采作业中表现优异。公司近

年推出一系列新产品享誉国内外，进一步巩固公司石油/天然气钻探用金刚石复合片的高端齿

地位，打破国内高端齿以进口为主的竞争格局，成为进口石油/天然气钻探用金刚石复合片高

端齿的强劲对手，大幅降低国内油气开采成本。 

油气开采类产品应用示意 

公司产品 下游应用 终端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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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晶金刚石平面齿 

 

 

 

油气钻头 

（公司产品作为耗材

镶在油气钻头上） 

陆地油田 

 

 

 

海上油井 

页岩气开采 

 

聚晶金刚石异形齿 

 

石油作为国家生存和发展不可或缺的战略资源，对保障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以及国防安

全有着不可估量的作用。随着国家战略和政策大力鼓励钻探开采技术研究及钻井工具的研制，

海上钻井开采以及页岩油气勘探的进一步深入，石油/天然气钻探用金刚石复合片及其钻探工

具在非常规油气开采领域也将迎来更大的市场空间。 

煤田用金刚石复合片系列产品可覆盖煤田开采、煤层气开采等作业过程，已成为该行业

最经济的钻头用齿。产品主要应用于煤田开采、煤层气开采、地质勘探、矿山开采、公路施

工与维护、石材采掘、石材加工等领域。 

矿山用金刚石复合片在地质勘探、矿山开采、石材采掘、石材加工等领域，作业效率高，

可有效降低作业成本。 

 

 

 

 

矿山开采工程施工类产品应用示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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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产品 下游应用 终端应用 

 

 

煤田齿 煤田钻头 煤炭开采 

 

 

 

 

潜孔钻头 

 

凿岩钻机 
矿山开采 

 

 

 

 

 

公路 齿 

铣刨机 

工程施工 

 

工程施工类超硬材料产品因其优良的耐磨性、耐热性及抗冲击性能，具有进尺快、效率

高等特点，可广泛应用于重大基础设施建设领域，产品性能及销售规模国内领先。 

2、精密加工类产品 

公司精密加工类产品在精密超精密、高速超高速加工作业中表现优异，产品已覆盖金属

切割、非金属切割、精密线材加工等领域，主要产品包括PCD刀片、金刚石刀具、PCD微钻钻

头、金刚石锯片、PCBN刀片、CBN刀具、拉丝模坯、成品模等。公司PCD刀片的直径、粒度牌

号、生产规模一直引领国内市场，产品质量已达世界先进水平。 

PCD刀片、金刚石刀具、金刚石锯片等产品主要用于切削铜、铝及其合金材料等有色金属



河南四方达超硬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年度报告摘要 

5 

以及木材、强化地板、石墨、橡胶、塑料、陶瓷、耐火材料等非金属材料。产品既有天然金

刚石的硬度及耐磨性，又有硬质合金的韧性，加工出的工件表面光洁度高，大大提高生产效

率，有效降低生产成本，是一种理想的新型超硬工具材料，广泛应用于汽车零部件、装备制

造、航空航天、轨道交通、电子信息、石材、建筑等领域。 

精密加工类产品应用示意 

公司产品 下游应用 终端应用 

 

PCD、PCBN 材料 

 

（公司向下游延伸） 

 

PCD、CBN 刀具、微钻 

 

PCD、CBN 刀具、微钻 

 

 

 

各类精密机械加工 

 

PCD微钻钻头已实现直径φ 0.5mm-φ 20mm、PCD厚度1mm-10mm等规格产品系列供应，因其

寿命长、加工精度高及光洁度好等特点，广受电子信息、航空航天等高端制造领域的青睐。

随着PCD微钻钻头产业的不断发展，可逐步降低国内高端制造业对进口精密及超精密加工工具

的依赖。 

PCBN刀片、CBN刀具适用于淬火钢、渗碳钢、铸铁等黑色金属材料的加工，通常用来加工

发动机气缸、发动机活塞、阀座、刹车盘、刹车鼓、飞轮等。加工工件表面光洁度高，可以

实现以车代磨，大大提高加工效率，有效降低生产成本。 

我公司首创的钴基聚晶金刚石拉丝模坯系采用先进的高温-超高压工艺精制而成，金刚石

颗粒间高度的键结合，使其既有天然金刚石的耐磨性、硬度及良好的导热性，又兼有类似硬

质合金的韧性，使用寿命长。可用于不锈钢、铜、铝及多种合金线材的高速拉拔，尤其在拉

拔切割线、不锈钢丝、钢帘线、焊丝等专用线材领域优势极为明显。目前，公司已成为全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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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供应超大直径拉丝模的两家生产商之一，已经形成拉丝模坯、成品模等适用不同客户需求

的产品系列。 

（三）行业竞争格局 

我国的超硬材料行业起始于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经过近六十年的磨砺和沉淀，中国超硬

材料行业实现从无到有、由弱渐强的巨大转变，超硬材料及制品已经成为国家各项支柱产业

解决关键共性技术、实现新一代技术创新的重要支撑点。随着超硬材料及其制品技术和工艺

水平的不断提高，行业不断涌现新技术、新设备、新产品，有力地推动了超硬材料行业的转

型升级。根据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战略性新兴产业分类（2018）》，人造金刚石作为我国战

略新兴产品之一，其“材料之王”的特性得到不断的开发利用，应用领域不断扩展，大大提

高了各种机械精密加工领域的加工效率、加工质量，尤其是作为高速、精密、数控、微细加

工等先进制造技术的重要组成部分，超硬材料应用于石油钻井、航空航天、电子信息、汽车

制造、机床工具、高速铁路、新能源和矿山建材等国防建设、国民经济和尖端科学技术领域，

成为国民经济和国防建设不可缺少的重要组成部分，引领我国高端制造业的发展。 

1、公司上游行业特点 

公司产品主要原材料包括硬质合金和金刚石微粉。硬质合金及相关金属属于大宗商品，

供应比较充足，同时复合超硬材料行业起步较晚，对硬质合金需求总量占市场产量的比例较

小，硬质合金市场供求关系变化对复合超硬材料行业影响较小。目前国内生产金刚石微粉的

企业很多，主要集中在金刚石产业集群地河南省，上游人造金刚石市场供应充足，行业竞争

相对充分。 

 

2、行业格局及未来发展趋势 

我国超硬材料行业现已形成一个门类齐全、具有相当规模的完整工业体系，某些领域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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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世界先进水平，但也存在共性基础及前沿技术研究不够，创新能力不强的问题。超硬材

料行业上游竞争格局基本形成；中下游行业由于产品应用领域多且技术壁垒较高，各细分行

业仍存在一些产品单一、规模较小的企业，四方达目前在国内属于细分领域龙头企业，但从

全球来看，市场占有率仍处于较低水平，现阶段中高端复合超硬材料及工具的供应仍以国外

企业为主。 

（1）资源开采/工程施工类产品 

从全球范围来看，油气开采类产品需求主要下游市场集中在国外，公司目前在国外市场

占有率较低。油气开采类产品下游需求呈现出高度集中的特点，相关资料显示，斯伦贝谢、

哈里波顿、贝克休斯、国民油井等下游龙头客户对该产品的需求占全球市场的比重超过70%。 

近年来，页岩油、页岩气开采技术水平不断提升，开采成本持续降低，开采的经济性不

断上升。油气开采类产品需求量与勘探开采过程的钻进量密切相关，在原油价格上涨时，部

分因开采成本较高而停产的油田重新运作，同时行业景气度提升，促进钻进量提升，带来油

气开采类产品需求量增加。在原油价格下行时，下游客户将面临更大的成本压力，各类客户

会选择性价比更高的中国企业产品。因此，未来油气开采类产品市场竞争中，国内企业将更

具优势。 

国家发展改革委、商务部于2019年6月30日发布第25号令，发布《外商投资准入特别管理

措施（负面清单）（2019年版）》，将石油天然气开采业从外商投资负面清单中删除，有利

于境外资本进入国内油气勘探与开采行业，促进油气开采市场活跃度提升。 

中石油《2019-2025年国内勘探与生产加快发展规划方案》、中海油《关于中国海油强化

国内勘探开发未来“七年行动计划”》等明确要提高原油、天然气储量，以及要把原油、天

然气的对外依存度保持在一个合理范围，“三桶油”将进一步加大石油天然气的勘探开发资

本支出，已具有经济性的页岩气开采及南海深海油气资源开发将成为重要支撑点，国内油气

行业将迎来长景气周期。 

2021年1月18日国家能源局发布关于印发《2021年能源监管工作要点》的通知，提出全面

落实能源安全新战略，着力推进能源规划、政策有效落地的工作。 

2021年1月27日，国家能源局在北京组织召开2021年页岩油勘探开发推进会，会议要求，

“要提高政治站位，认清加强页岩油勘探开发具有较好现实条件，具备加快发展的基础。下

一步，要加强顶层设计，将加强页岩油勘探开发列入“十四五”能源、油气发展规划；聚焦

科技创新关键问题，深化地质基础理论研究，攻关适应页岩油勘探开发的新技术新装备；落

实资源保障，查明我国页岩油发育特征及富集规律；强化管理方式创新，探索页岩油勘探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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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领域融资新模式；做好政策保障，建立专项推进机制；强化生态环境保护，推动页岩油绿

色开发。”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中明

确指出，要“有序放开油气勘探开发市场准入，加快深海、深层和非常规油气资源利用，推

动油气增储上产......加快建设天然气主干管道，完善油气互联互通网络......扩大油气储

备规模，健全政府储备和企业社会责任储备有机结合、互为补充的油气储备体系”。 

一系列政策彰显出国家保障能源安全的决心，给国内油气开采类产品的增长带来前所未

有的市场空间。 

2020年，受新冠肺炎疫情全球扩散的影响，世界经济整体活跃度下降，原油价格大幅下

挫后缓慢回升，全球钻井平台数量降至历史低位后逐步增加，油气开采类产品的市场需求触

底后呈现回升态势。石油作为国家生存和发展不可或缺的战略资源，对保障国家经济、社会

发展和国防安全有着不可估量的作用，短期内石油的重要地位无法取代。随着世界经济稳定

恢复向好态势持续发展，原油需求增加，油气开采类产品市场景气度有望逐步回升。 

目前有色金属矿的开采仍以硬质合金类工具较为常见，采用金刚石工具对其进行替代，

可大幅提高开采效率，降低开采成本。公司自主研发的金刚石潜孔钻头、公路铣刨齿等产品

在金属矿开采、公路施工与养护等领域填补了金刚石应用的空白，其寿命长、作业效率高等

特点，对现有的硬质合金产品形成强有力的竞争，已成为相关行业高端工具的核心部件，可

有效推动金属矿开采、高速公路及省道施工行业的产业升级。 

（2）精密加工类产品 

机床刀具作为典型的工业耗材，在制造业发展过程中起到了关键作用。目前从全球范围

来看，刀具市场仍以硬质合金类刀具产品占主导，市场竞争格局分为欧美、日韩、国产三大

阵营，下游需求分散、行业众多、市场规模巨大。 

在工业制造升级的大背景下，难加工材料的应用日益增多，对加工刀具性能也不断提出

更高的要求，可实现高效率、高稳定性、长寿命加工的超硬刀具的应用日渐普及，在汽车、

航空航天、能源、模具等领域发挥着重要作用。 

在最近的十多年来，中国的汽车产量连续蝉联世界冠军，在规模巨大的汽车市场的驱动

下，中国自然而然成为世界上最大的汽车刀具市场。随着新能源汽车的逐渐普及，车身轻量

化已成为未来发展的必经之路，铝合金等轻质材料的运用在汽车工业中占比迅速攀升，推动

了全球超硬刀具行业快速发展，国际传统刀具市场格局逐渐被打破。目前国内刀具企业呈现

强势成长并迅速走向世界的发展态势。 



河南四方达超硬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年度报告摘要 

9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中指

出，“聚焦新一代信息技术、生物技术、新能源、新材料、高端装备、新能源汽车、绿色环

保以及航空航天、海洋装备等战略性新兴产业，加快关键核心技术创新应用，增强要素保障

能力，培育壮大产业发展新动能......构建一批各具特色、优势互补、结构合理的战略性新

兴产业增长引擎......”，伴随着国内刀具企业研发创新能力的提升和品牌效应的扩散，国

产超硬刀具的市场竞争力将逐步加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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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 年 2019 年 本年比上年增减 2018 年 

营业收入 318,476,418.30 501,180,365.52 -36.45% 376,698,026.7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75,287,767.49 116,935,874.18 -35.62% 64,565,838.9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42,052,078.63 107,648,141.78 -60.94% 53,901,437.40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71,454,712.01 157,272,654.27 9.02% 112,055,105.85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518 0.2344 -35.24% 0.1308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518 0.2344 -35.24% 0.1308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8.18% 13.49% -5.31% 7.72% 

 2020 年末 2019 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减 2018 年末 

资产总额 1,122,857,593.56 1,158,477,684.60 -3.07% 1,086,680,211.2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907,476,500.07 915,276,607.30 -0.85% 844,699,958.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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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6,933,525.13 65,405,411.72 67,835,610.14 78,301,871.3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36,942,950.71 5,850,158.20 3,360,858.76 29,133,799.8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31,913,528.22 -5,063,216.30 5,067,824.71 10,133,942.00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31,711,772.98 57,703,029.51 26,005,848.17 56,034,061.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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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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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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8,483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

一个月末普通股股

东总数 

34,7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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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方海江 境内自然人 28.24% 139,610,024 104,707,518 质押 20,000,000 

付玉霞 境内自然人 6.92% 34,201,365 25,651,024 质押 23,940,000 

傅晓成 境内自然人 2.93% 14,501,895 11,258,921 质押 2,780,000 

邹淑英 境内自然人 1.57% 7,739,086 0   

方春凤 境内自然人 1.32% 6,503,197 5,973,148   

邹桂英 境内自然人 1.19% 5,872,155 0   

中央汇金资产

管理有限责任

公司 

国有法人 0.94% 4,656,300 0   

杨国栋 境内自然人 0.94% 4,639,637 60,000   

李晓抗 境内自然人 0.81% 4,012,300 0   

张淑英 境内自然人 0.75% 3,701,899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

动的说明 

方海江先生与付玉霞女士为夫妻关系；方海江先生与方春凤女士为兄妹关系；傅晓成先生与

付玉霞女士为兄妹关系；杨国栋先生是方海江先生姐姐的配偶；邹淑英女士、邹桂英女士为

姐妹关系。未知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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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债券情况 

公司是否存在公开发行并在证券交易所上市，且在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未到期或到期未能全额兑付的公司债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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否 

三、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1、报告期经营情况简介 

报告期内，受新冠病毒疫情全球大流行影响，世界经济整体活跃度下降，原油需求呈现

了先急剧下降后缓慢回升的态势，行业态势异常严峻复杂。公司全体员工在董事会带领下，

齐心协力，在坚决做好疫情防控的前提下，尽最大努力保障了各产品高质量、高效率交付，

加快新产品研发进度，满足客户的订单需求。受新冠疫情带来行业大幅下降的影响，报告期

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31,847.64万元，同比下降36.45%；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7,528.78万元，同比下降35.62%。报告期内，公司重点工作回顾如下： 

（一）聚焦油气开采行业，同时加速推进精密加工类产品商品化进程 

资源开采/工程施工类产品。报告期内，油价剧烈波动，下游客户的经营压力增加，有比

较强烈的降本需求和替代需求。上半年受疫情影响，下游市场需求骤减，公司加大研发投入，

围绕下游客户的核心需求有序地推出各类性价比更高、更有竞争优势的新产品，加快高端产

品推广，进一步满足国内外客户需求。 

精密加工类产品。报告期内，公司精密超硬刀具坚持“设计领先、品质高端、反应快速”

的产品理念，以汽车工业市场为切入点，以国际先进的汽车制造生产模式为标杆，积极抢抓

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机遇。依托自身超硬材料优势，加大产品研发、生产能力建设，同时不

断引进行业内高端人才，加快精密加工类业务的培育，推动精密加工类产品的商品化进程。

通过加大与终端用户的合作，不断提升公司产品研发能力和市场覆盖能力。全面导入精益管

理理念，基于健全的质量管理体系和先进的信息化管理系统，通过定向研究，从技术层面加

快新产品的开发速度和产品覆盖度，引进先进生产、检验设备，推进相关资产、设施构建，

做好精密加工类业务的生产能力提升，不断增强汽车零部件完整解决方案的设计能力。公司

精密超硬刀具产品已涵盖车、铣、镗、铰、钻全系列标准及非标刀具，在高端刀具设计开发、

生产制造与综合应用服务领域独具匠心，能够为汽车工业、新能源装备、航空航天等行业领

域提供成熟的刀具项目服务，2020年度公司实现超硬刀具收入2,509.14万元。 

（二）持续加大研发投入，不断提升企业核心竞争力 

报告期内，公司坚定不移地执行年初制定的研发项目规划，持续加大研发投入。在整体

营业收入下降的情况下，优先保证研发项目的积极快速推进，整合先进技术资源，引进高端

研发人才，进一步完善公司技术检验检测设备，有序推进各项超硬材料应用开发工作。积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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筹备新项目，进一步提升公司基础研发能力，提高产品覆盖度，提升产品核心竞争力。 

在此基础上，公司继续优化创新体制，加强现有重点研发项目实施和技术成果转化，不

断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和科技创新水平，同时，公司以充分、灵活的激励机制保障研发团队的

稳定，坚持“生产一代、开发一代、预研一代”的研发方针，保持团队创新活力，实现了新产

品的有序开发与市场推广，促进公司持续健康发展。 

报告期内，公司研发投入金额3,386.35万元，占营业收入比重为10.63%，研发费用占比较

上年同期增加2.46个百分点。 

（三）苦练内功，蓄势待发，持续提升管理水平 

1、夯实管理基础，提升管理水平。报告期内，公司不断深化内部各项管理工作，找准管

理短板，发现当前存在的突出问题和薄弱环节，通过反复论证、全面分析，明确提升方向，

优化管理资源配置，通过创新工作思维、工作方法，对现有的管理持续改进，以打造更加高

效、快捷的企业运营模式，推动企业管理水平再上新台阶。 

2、深化精益生产管理，保障产品质量稳定。报告期内，公司运用精益方法、工具对生产

系统管理模式进行创新，加大对产品生产全过程的监控力度，保障产品质量的稳定性。同时

加强设备管理，提升员工生产技能，同时积极引入自动化装备，实现智能制造，切实提高生

产效率，降低单位制造成本。 

3、强化员工能力建设，提升团队战斗力。报告期内，公司组织动员，统一思想、多措并

举，扎实推动各级干部、后备干部、关键人才、多技能工等人员的能力提升，同时专项推进

技术型销售人员的选拔培养，不断磨砺队伍，增强能力，为公司长期发展积蓄人才力量。 

2、报告期内主营业务是否存在重大变化 

□ 是 √ 否  

3、占公司主营业务收入或主营业务利润 10%以上的产品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产品名称 营业收入 营业利润 毛利率 
营业收入比上年

同期增减 

营业利润比上年

同期增减 

毛利率比上年同

期增减 

资源开采/工程施

工类 
194,596,013.60 109,524,965.82 56.28% -46.47% -55.03% -10.72% 

精密加工类 104,512,913.01 35,772,830.61 34.23% -11.69% -19.97% -3.54% 

其他 19,367,491.69 10,093,513.69 52.12% 0.44% 6.89% 3.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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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是否存在需要特别关注的经营季节性或周期性特征 

□ 是 √ 否  

5、报告期内营业收入、营业成本、归属于上市公司普通股股东的净利润总额或者构成较前一报告期发生
重大变化的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6、面临退市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7、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1）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 

（2）报告期内发生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 

（3）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 

 

 

 

 

 

河南四方达超硬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方海江 

二零二一年三月二十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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