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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0633                         证券简称：合金投资                      公告编号：2019-038 

新疆合金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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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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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6,916,545.83 39,256,102.89 19.5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5,139,029.86 -9,190,989.24 44.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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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元） 
-6,628,503.47 -9,423,073.01 29.66%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47,991,408.45 -82,472,287.34 41.81%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133 -0.0239 44.35%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133 -0.0239 44.35%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3.20% -5.98% 2.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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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65,219,016.15 1,046,131,094.30 1.8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158,158,732.41 163,297,762.27 -3.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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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3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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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7,021,275 

共青城招银叁号投资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人 13.66% 52,600,000 0 冻结 8,016,878 

明泰汇金资本投资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4.50% 17,330,000 0 冻结 17,330,000 

陈方方 境内自然人 0.60% 2,327,500 0   

姚军 境内自然人 0.52% 1,993,099 0   

卢保军 境内自然人 0.47% 1,820,601 0   

孙东军 境内自然人 0.34% 1,300,000 0   

柯毓娴 境内自然人 0.32% 1,213,100 0   

李瑞芸 境内自然人 0.31% 1,199,360 0   

贾鸿源 境内自然人 0.29% 1,117,272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

说明 

上述股东中，姚军先生为公司实际控制人甘霖先生的一致行动人，持有霍尔果斯通

海股权投资有限公司 20%股权；霍尔果斯通海股权投资有限公司、共青城招银叁号

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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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一致行动人。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明

（如有） 

陈方方合计直接持有公司股票 2,327,500 股，其中通过信用证券账户直接持有公司

股票 2,327,500 股；姚军合计直接持有公司股票 1,993,099 股，其中通过信用证券账

户直接持有公司股票 1,922,921 股；卢保军合计直接持有公司股票 1,820,601 股，其

中通过信用证券账户直接持有公司股票 1,820,601 股；柯毓娴合计直接持有公司股

票 1,213,100 股，其中通过信用证券账户直接持有公司股票 1,213,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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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 年上半年，我国经济平稳运行在合理区间，逐步迈向高质量发展轨道。公司经营管理层在董事会的领导下，严格

贯彻执行年初制定的战略规划及重点任务目标，认真研判行业动态和市场环境变化，持续夯实和深化核心竞争力，扎实推进

各项工作。 

1.报告期内，受消费转暖、环保趋严及供给侧改革造成的供给短缺等多方面因素的影响，公司镍基合金业务所处的有色

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行业总体延续平稳运行态势，行业转型升级不断加快。公司积极应对市场变化，以安全环保为前提，积

极调整产品结构，开拓销售市场，使得镍基合金产品销售收入有所增加，毛利率同比上升，镍基合金业务较上年同期亏损减

少。 

2.报告期内，公司控股子公司达州合展继续加强达州 PPP 项目成本、质量、安全生产等方面的管理，以防控实施风险，

提高项目运营水平。此外，达州合展积极拓宽融资渠道，报告期内采取发行资产支持证券及非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的方式进行

再融资，以推进达州 PPP 项目顺利建设，并且保障及时偿还公司向其提供的借款本金及利息。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4,691.65 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 19.51%，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513.90 万元，

较上年同期增长 44.09%，经营状况相比上年同期有所好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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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财政部于 2019 年 4 月 30 日颁布了《关于修订印发 2019 年度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通知》（财会[2019]6 号）（以下

简称“《修订通知》”），对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进行了修订，要求执行企业会计准则的非金融企业按照企业会计准则和 《修

订通知》的要求编制 2019 年度中期财务报表和年度财务报表以及以后期间的财务报表。 

根据《修订通知》的有关要求，公司属于已执行新金融准则但未执行新收入准则和新租赁准则的企业，应当结合《修订

通知》的要求对财务报表格式及部分科目列报进行相应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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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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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于2019年2月25日召开第十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会议通过《关于注销子公司的议案》，同意注销子公司新疆合金

敏捷智能科技有限公司，公司已于2019年3月30日收到霍尔果斯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下发的《准予注销登记通知书》，公司自2019

年3月30日不再将新疆合金敏捷智能科技有限公司纳入合并范围。 

 

 

 

 

 

 

新疆合金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康莹 

 

 

二〇一九年八月二十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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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