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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282                          证券简称：博深股份                           公告编号：2020-018 

博深股份有限公司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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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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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 是 √ 否  

公司经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的普通股利润分配预案为：以 437738511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0.6 元（含
税），送红股 0 股（含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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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博深股份  股票代码 0022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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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井成铭 张贤哲 

办公地址 石家庄市高新区长江大道 289 号 石家庄市高新区长江大道 289 号 

电话 0311-85962650 0311-85962650 

电子信箱 bod@bosun.com.cn bod@bosun.com.cn 

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一）公司业务简介  

    公司主营业务是金刚石工具、涂附磨具、轨道交通装备零配件、制动盘、闸片、闸瓦、摩擦材料等产品的研发、生产和

销售。  

    公司总部位于石家庄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在美国、泰国、加拿大、中国上海、常州设有10家全资子公司，主要生产基
地位于中国石家庄、常州和泰国罗勇。公司是规模居于国内金刚石工具行业前列的企业之一，金牛研磨是规模居于涂附磨具

行业前列的企业之一。公司是中国机床工具工业协会超硬材料分会副理事长单位，金牛研磨是中国机床工具工业协会涂附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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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分会副理事长单位，超硬材料和涂附磨具同属于磨料磨具行业，公司与金牛研磨重组后，成为中国磨料磨具制品行业规模

较大的上市企业之一。  

    金刚石工具主要包括金刚石圆锯片、金刚石薄壁工程钻头、金刚石磨盘、磨块、聚晶金刚石刀具等产品，是石材、陶瓷、

混凝土等无机非金属硬脆材料的最有效加工工具；电动工具主要包括台式及手持式工程钻机、锯机、角磨机、电锤、电镐等
产品，是建筑装修施工的常用机具；合金工具主要有硬质合金圆锯片等，主要用于木材、铝合金材料、铝塑型材、有色金属

材料等的切割。涂附磨具被誉为“工业牙齿”、“工业的美容师”，广泛应用于金属、木材、皮革、玻璃、塑料、陶瓷等制品的
磨削与抛光，公司的涂附磨具产品主要包括砂纸、砂布等产品，广泛应用于各类工业制造业中。  

    公司主要采取经销商模式销售产品。营销网络覆盖海内外，经销商遍布全国，公司在美国、泰国、加拿大设有子公司，

海外客户覆盖美洲、欧洲、东南亚、中东、北非等多个海外市场，是国内同行业中少数拥有全球性销售网络的金刚石工具企

业之一。“博深”品牌是中国金刚石工具行业的知名品牌，在国内建筑五金行业中具有较高的知名度；“BOSUN”品牌在东南

亚地区具有较强的影响力。公司在欧洲、美国市场的销售主要是ODM方式。金牛研磨主要采取直销和经销相结合的方式销
售产品，一部分产品由下游客户采购后再进行转换加工成百页盘、千页轮等产品后销售，一部分产品通过经销商销售给客户

使用，金牛研磨在郑州、广州、沧州、成都设有四个办事处，经销商遍及全国。 

 

   （二）行业简介  

    我国金刚石工具生产制造企业数量众多，行业集中度较低，江苏丹阳、河北石家庄、湖北鄂州、福建泉州、广东云浮等
地是我国金刚石工具产业较为集中几个地区。因研发、技术、人才、渠道、品牌、资金等门槛的限制，多数企业为产销规模

局限于千万元及以下的小企业，产销规模过亿元的企业仅有包括本公司在内的少数几家。随着国家社保、环保、税收等法律
法规的逐步健全与完善，行业的集中度将逐步提高，行业龙头企业将随着行业集中度的提高发挥更大的竞争优势。金刚石工

具主要用于建筑施工、装饰装修、建材加工等领域，与基建投资、房地产投资、房屋交易景气度密切相关。  

    涂附磨具作为“工业的牙齿”、”、“工业的美容师”，在航空航天、船舶制造、汽车制造、冶金、轨道交通、发电设备、战

略新兴产业、石化轻纺、能源材料等下游制造行业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涂附磨具行业属于充分竞争行业，但经过市场竞争，行业内的企业不断扩大生产规模或进行重组整合，行业整体集中度
有所上升，行业前10名企业产值合计约占全部统计涂附磨具销售收入的60%以上。涂附磨具产品的销售面向全国市场，不存

在明显的区域性；但涂附磨具的生产区域性比较明显，主要集中在珠江三角洲及长江三角洲。由于应用广泛，下游需求涉及
制造业的各个领域，涂附磨具行业没有明显的生产季节性。  

    涂附磨具属于广泛应用于各行各业的工业消耗品，不易受个别行业大幅波动的影响，更多与宏观经济整体波动相关，其

周期性与国民经济发展的周期性基本一致。但受到假期等因素影响，通常一季度为涂附磨具产品销售淡季，二季度销售开始

逐步回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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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 年 2018 年 本年比上年增减 2017 年 

营业收入 1,168,217,076.64 1,054,038,647.69 10.83% 592,010,244.2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72,219,763.79 86,172,167.50 -16.19% 51,079,344.8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63,313,013.32 78,882,109.99 -19.74% 14,293,203.57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59,253,172.76 70,307,141.77 126.51% 38,271,622.01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6 0.20 -20.00% 0.15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6 0.20 -20.00% 0.15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3.32% 4.16% -0.84% 5.69% 

 2019 年末 2018 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减 2017 年末 

资产总额 2,740,242,046.23 2,643,568,702.87 3.66% 2,353,678,585.7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2,213,805,323.79 2,131,998,474.09 3.84% 1,757,307,077.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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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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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2,182,426.08 298,472,123.83 294,868,233.95 332,694,292.7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7,556,353.00 26,253,601.71 21,004,578.33 7,405,230.7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12,456,527.79 25,984,992.23 19,586,050.89 5,285,442.41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30,678,144.63 38,216,264.64 17,724,528.41 72,634,235.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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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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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074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

一个月末普通股股
东总数 

22,3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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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怀荣 境内自然人 11.72% 51,316,818 38,487,613 质押 31,499,900 

吕桂芹 境内自然人 11.04% 48,327,798 48,327,798 质押 22,625,900 

程辉 境内自然人 8.81% 38,575,432 28,931,574 质押 24,918,960 

杨建华 境内自然人 8.01% 35,058,783 26,294,087   

任京建 境内自然人 7.85% 34,369,377 34,369,377 质押 22,299,900 

张淑玉 境内自然人 6.20% 27,133,106 20,349,829   

巢琴仙 境内自然人 4.49% 19,639,934 8,084,269   

叶现军 境内自然人 1.46% 6,382,978 6,382,978   

王志广 境内自然人 1.33% 5,803,579 0   

中意资管－招
商银行－中 

意资产－招商

银行－定增 

精选 69 号资产

管理产品 

其他 1.30% 5,673,222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
动的说明 

以上股东中，陈怀荣先生、吕桂芹女士、任京建先生、程辉先生、张淑玉女士为公司的控股

股东和实际控制人，杨建华先生和巢琴仙女士为夫妻关系，除以上情况外，公司未知其他股
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和一致行动关系。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
说明（如有）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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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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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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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否 

三、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1、报告期经营情况简介 

    2019年，国内外经济发展错综复杂，全球经济增速持续下行，中美贸易摩擦加剧，国内经济发展平稳，但产业结构调整

仍在持续，实体企业经营形势严峻。公司围绕战略规划，继续调整业务结构，加强管理，理顺流程，各项经营工作稳步推进。

公司全年实现营业收入116,821.71万元，同比增长10.83%；实现营业利润9,117.39万元，同比下降10.83%；实现利润总额
8,987.57万元，同比下降12.19%，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7,221.98万元，同比下降16.19%。 

    1、涂附磨具板块经营情况 

    2019年涂附磨具行业整体经营较为困难，销售普遍下滑，但金牛研磨子公司直面挑战，采取了及时有效的经营举措，2019

年营业收入逆势增长，产品毛利也有提升。一是自2018年三季度开始，由于环保治理要求标准提升，下游客户经营受到影响，
金牛研磨子公司主动出击，根据自身产能安排，与客户洽谈长期合作，赢得了长期稳定的订单需求；二是与上游重要原材料

供应商开展战略合作，利用自身资金优势，保持主要原材料的成本稳定；三是加大研发投入开发新产品，陶瓷磨料产品在2019

年批量投放市场，在继续保持产品综合性价比的同时，推出能够引领行业的产品，取得良好效果。此外，2019年初，金牛研

磨出资2,898万元增资控股江苏启航研磨科技有限公司51%股权，丰富了产品结构，提升了技术工艺水平。2019年10月，年

产1,500万平方米的新生产线投产，装备先进程度大幅提升，生产效率的提高、产品质量的稳定进一步提高产品竞争能力。 

2019年，金牛研磨实现营业收入 71,261.74万元，同比增长22.15%；实现营业利润12,649.92万元，同比增长29.96%；实现利

润总额12,699.45万元，同比增长30.45%；实现归属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11,010.14万元，同比增长了29.49%。 

    2、五金工具板块经营情况 

    2019年，金刚石工具行业内企业竞争更加激烈，公司五金工具板块全年合并实现营业收入44,249.31万元，同比下降5.17%。

公司贯彻“产品领先、优异运营”的经营策略，采取了调整人员安排、精简产品结构、处置闲置资产和呆滞库存、培育拓展境

内外战略客户等管理措施。同时，整顿合并子公司资源，下决心关停合并长期不能盈利的境外子公司。继续推动公司金刚石

工具生产资源的合理配置和集中管理，根据国际贸易环境的变化和市场需要，着力加强泰国子公司管理，将其作为国际市场
金刚石工具的主要生产基地。加强石家庄本部生产资源的集约化管理，腾出更多生产车间和办公楼宇，继续扩大对外出租面

积，提高资产综合收益。金刚石工具业务板块的经营质量仍需提升，境外各子公司资源需要继续整合和加强管理，提升资源

集聚效应，降低综合成本，提升盈利水平。 

    3、轨道交通装备零部件板块 

    公司轨道交通装备零部件板块目前的主要业务是高速列车制动闸片的研发、生产和销售。2019年公司轨道交通装备事业

部继续开展产品的研发和认证， CRH5A/5E/5J闸片完成装车考核，并取得新标准（TJ/CL307-2019）CRCC认证证书；

CRH380B/BL/3C闸片完成了新标准技术升级的厂内型式试验，正在向CRCC申请产品新标准的换证工作。CRH380A闸片完

成与中车青岛四方车辆股份有限公司的相关技术对接，设计开发取得进展；CR400闸片研发开展了多轮试验，目前完成厂内

型式试验。在产能准备方面，完成了闸片智能化生产线的建设，产品开始实现销售，2019年实现营业收入1,310.66万元。由

于研发及生产设施投入较大，取得认证的产品品种较少，实现销售收入较少，项目尚未盈利。 

    总之，从2019年的经营情况来看，公司营业收入的增长主要是涂附磨具板块的销售增长贡献，金牛研磨保持了健康、良

性的发展势头。公司利润水平同比有一定下降，一是由于五金工具板块的营业收入有所下降，但运营成本及费用较高，五金

工具板块生产资源、销售资源的整合、以及产品领先策略的实施需提速，以提升板块的整体盈利水平；二是轨道交通装备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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块的高速列车制动闸片项目投入较大，需加快丰富产品型号种类，需进一步加快市场开拓，扩大销售收入，提高板块创收和

盈利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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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刚石工具 363,518,632.41 123,809,080.17 34.06% 7.56% -9.50% -6.42% 

砂纸 237,649,285.15 73,832,667.45 31.07% 10.29% 24.61% 3.57% 

砂布 473,887,620.32 111,788,778.06 23.59% 28.91% 32.60% 0.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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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临暂停上市和终止上市情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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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2018年6月15日，财政部颁布了《关于修订印发2018年度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通知》

（财会〔2018〕15号），对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进行了修订。 根据上述财会〔2018〕15号通知

的相关要求，公司对会计政策予以相应变更，公司需按照该文件的规定编制公司的财务报表。 （2）

财政部 2017 年修订并发布《企业会计准则第22号——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企业会计准则

第23号——金融资产转移》、《企业会计准则第24号——套期会计》以及《企业会计准则第37号

——金融工具列报》等四项金融工具相关会计准则（以下简称“新金融工具准则”）。根据上述文

件的要求，公司自2019年1月1日起执行上述新金融工具相关会计准则。本次会计政策变更不会对

当期和会计政策变更前公司总资产、负债总额、净资产及净利润产生任何。详见公司于2019年4

月16日披露的《关于变更会计政策的公告》（公告编号：2019-011）。 

2、报告期内，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2019年4月30日发布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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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规定，要求执行企业会计准则的非金融企业按照企

业会计准则和财会﹝2019﹞6号的规定编制财务报表，企业2019年度中期财务报表和年度财务报

表及以后期间的财务报表均按财会﹝2019﹞6号的规定编制执行。公司按照国家财政部印发的《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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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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定的启示日期开始执行，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对公司无重大影响，对当期及前期列报的损益、总资产、净资产不产生影响。

详见公司于2019年8月23日披露的《关于变更公司会计政策的公告》（公告编号：2019-040）。 

3、报告期内，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于2019年9月27日颁布了《关于修订印发合并财务报表格式

（2019版）的通知》（财会【2019】16号，以下简称“修订通知”），对合并财务报表格式进行了

修订，要求执行企业会计准则的企业按照会计准则和《修订通知》的要求编制2019年度合并财务

报表及以后期间的合并财务报表。 根据《修订通知》的有关要求，公司结合《修订通知》的要求

对合并财务报表格式进行相应调整，并按《修订通知》规定的起始日期开始执行。本次会计政策

变更对公司无重大影响，对当期及前期列报的损益、总资产、净资产不产生影响。详见公司于2019

年10月28日披露的《关于变更公司会计政策的公告》（公告编号：2019-0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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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报告期内，公司投资设立全资子公司河北博深贸易有限公司，注册资本5,000,000.00元，本期纳入合并范围。 

2、报告期内，公司子公司常州市金牛研磨有限公司增资控股江苏启航研磨科技有限公司，控制比例51%，本期纳入合并范

围。 

 

 

 
 

 
 

 

 

 

 
 

 

董事长：陈怀荣 

                                                                                博深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 4 月 1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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