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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0633                           证券简称：合金投资                           公告编号：2018-041 

新疆合金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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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异议声明 

姓名 职务 内容和原因 

声明 

除下列董事外，其他董事亲自出席了审议本次半年报的董事会会议 

未亲自出席董事姓名 未亲自出席董事职务 未亲自出席会议原因 被委托人姓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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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合金投资 股票代码 0006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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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冯少伟 杨红伟 

办公地址 
新疆和田市北京工业园区杭州大道 2 号

电子工业园 

新疆和田市北京工业园区杭州大道 2 号

电子工业园 

电话 0903-2055809 0903-2055809 

电子信箱 hejintouzi@163.com hejintouzi@16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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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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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9,256,102.89 28,001,244.31 40.1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9,190,989.24 -14,656,689.66 37.2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元） 
-9,423,073.01 -14,948,383.94 36.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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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82,472,287.34 -103,438,763.15 20.27%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239 -0.0381 37.27%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239 -0.0381 37.27%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5.98% -8.39% 2.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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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5,301,101.68 989,374,768.75 1.6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149,213,891.13 158,404,880.37 -5.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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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8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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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霍尔果斯通

海股权投资

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20.00% 77,021,275 0 质押 77,020,000 

杨新红 境内自然人 13.66% 52,600,000 0 冻结 52,600,000 

百荣明泰资

本投资有限

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4.50% 17,330,000 0   

李美萍 境内自然人 0.53% 2,033,500 0   

姚军 境内自然人 0.52% 2,019,099 0   

卢保军 境内自然人 0.52% 1,985,601 0   

郝明 境内自然人 0.51% 1,949,800 0   

王乃明 境内自然人 0.46% 1,754,381 0   

陈方方 境内自然人 0.40% 1,550,401 0   

闫伟 境内自然人 0.40% 1,541,772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

行动的说明 

上述股东中，霍尔果斯通海股权投资有限公司、杨新红之间不存在关联及一致行动关系；

除此之外，公司未知上述其他股东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知上述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属于

《上市公司持股变动信息披露管理办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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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美萍合计持有公司股票 2,033,500 股，其中通过信用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票 1,045,300 股； 

姚军合计持有公司股票 2,019,099 股，其中通过信用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票 1,942,921 股； 

卢保军合计持有公司股票 1,985,601 股，其中通过信用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票 1,985,601 股； 

郝明合计持有公司股票 1,949,800 股，其中通过信用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票 1,949,800 股； 

王乃明合计持有公司股票 1,754,381 股，其中通过信用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票 472,900 股； 

陈方方合计持有公司股票 1,550,401 股，其中通过信用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票 1,55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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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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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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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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在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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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否 

三、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1、报告期经营情况简介 

公司是否需要遵守特殊行业的披露要求 

否 

    报告期内，公司管理团队在新一届董事会的领导下，继续立足实业，明晰发展思路，努力践行公司2018年年度经营计划

和目标任务，强化公司核心竞争力，稳步推进各项业务顺利开展。 

报告期内，在董事会和全体员工的共同努力下，公司实现营业总收入3,925.61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40.19%，主要是公

司不断拓展销售渠道，增加市场份额，使镍基合金材料业务平稳增长，营业收入进一步提升；公司经营状况较上年同期已有

所好转，具体如下： 

1、报告期内，针对镍基合金材料的生产与销售业务，公司按照年初制定的经营计划，推进和落实各项经营和管理工作，积

极拓展市场、加强内部管理，提高生产效率，使营业收入较上年同期有了较大的提升。截止报告期末，达州PPP项目仍处于

建设期。 

2、为增强自身实力，培育新的业务增长点，公司积极拓宽业务领域，并进行了一系列积极的尝试具体如下： 

(1)2018年4月，公司与高西西、北京星亿东方文化科技服务有限公司、北京希世纪影视文化发展有限公司共同签署《战略合

作框架协议》。根据前述框架协议，公司于2018年7月与相关投资方共同出资设立了北京扬星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2)2018年6月，公司与真为投资基金管理（北京）有限公司签署《关于合作设立文旅产业基金之框架协议》，拟共同发起设

立文化旅游产业基金，基金将专注于文化旅游产业相关领域，以及产业链上下游整合投资机会，助力公司发现优质项目，并

通过产业整合与并购重组等方式，使公司通过外延式扩张实现跨越式发展，为公司持续、快速、健康发展提供有利保障。  

(3)为加强公司产业链布局，寻求行业机会，进一步提升公司的市场竞争力和创造新的利润增长点，2018年6月公司设立了全

资子公司新疆合金睿信股权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2、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1）与上一会计期间财务报告相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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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上一会计期间财务报告相比，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于2018年6月设立全资子公司新疆合金睿信股权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增加该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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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合金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康莹 

                                                                       

2018年8月20日 

 


	一、重要提示
	二、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简介
	2、主要财务数据和财务指标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4、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5、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10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6、公司债券情况

	三、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1、报告期经营情况简介
	2、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1）与上一会计期间财务报告相比，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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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与上一会计期间财务报告相比，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