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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州宏丰电工合金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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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全体董事亲自出席了审议本次年报的董事会会议。 

立信会计师事务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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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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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4,361,350 股为基数，向全体

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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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温州宏丰 股票代码 3002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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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严学文 樊改焕 

办公地址 
浙江省温州瓯江口产业集聚区瓯锦

大道 5600 号 

浙江省温州瓯江口产业集聚区瓯锦

大道 5600 号 

传真 0577-85515915 0577-855159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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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话 0577-85515911 0577-85515911 

电子信箱 zqb@wzhf.com zqb@wzhf.com 

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1）报告期内公司所从事的主要业务 

作为国内合金材料领域领先的整体解决方案提供商，公司具备从合金材料研发、材料深

加工到元器件的制造以及智能装备的开发，能够为客户提供完整的解决方案。 

公司的主营业务为电接触功能复合材料、元件、组件及硬质合金产品的研发、生产和销

售。主要产品包括颗粒及纤维增强电接触功能复合材料及元件、层状复合电接触功能复合材

料及元件、一体化电接触组件及硬质合金四大类。 

（2）行业发展状况 

电接触材料作为电工合金材料的主要分支，在电器开关中主要承担电流或信号的接通与

断开任务，其性能直接影响到电器开关的可靠性和使用寿命，被称之为电器开关的“心脏”

部件。无论是1000kV的高压输变电设备、6300A的低压配电设备，还是传递几个毫安甚至“干

电流”的键盘，电子线路板上的信号继电器，控制电动机运转的接触器，楼宇配电箱中的小

开关，家电、通讯设备、办公设备、汽车和电动工具的控制开关等，都必须使用电接触材料，

因此，电接触材料作为基础元器件，在信息工程、工业用低压电器、家用电器、汽车工程、

航空航天及高压电器等领域大量使用。电接触材料及元件作为电器工业的核心基础，担负着

接通与分断电流的任务，其性能直接关系到整机设备的通断容量、使用寿命和运行可靠性。

公司生产的电接触材料主要面向低压电器领域，与宏观经济依存度较高，若下游市场需求下

降，则行业竞争加剧。 

硬质合金具有很高的硬度、强度、耐磨性和耐腐蚀性，被誉为“工业牙齿”，用于制造切

削工具、刀具、钻具和耐磨零部件等硬质合金产品，广泛应用于航天航空、机械加工、冶金、

石油钻井、矿山工具、电子通讯、建筑等领域，伴随下游产业的发展，硬质合金市场需求不

断扩大。 

（3）市场竞争格局及行业地位 

经过多年的发展，公司积累了丰富的技术、经验、人才和市场优势，技术工艺在国内同

行业中居于领先地位，部分产品技术达到国际先进水平。目前公司是国内最大的电接触功能

复合材料、元件及组件的生产企业之一，同时也是电接触功能复合材料领域国家标准和行业

标准起草和修订工作的主要参与企业之一，具有一定的行业领先优势。近年来，随着公司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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销规模的不断拓展，公司对施耐德、伊顿等世界知名企业的销售额正逐年上升，产品远销亚

洲、欧洲、美洲、大洋洲共计23个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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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36,065,194.56 1,173,292,361.28 65.01% 1,005,250,212.9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 
26,108,213.51 20,971,674.80 24.49% 6,300,542.2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

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13,134,872.47 4,365,150.37 200.90% 2,615,549.87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

额 
62,310,610.50 228,069,329.55 -72.68% -11,518,495.49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6 0.05 20.00% 0.02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6 0.05 20.00% 0.02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4.33% 3.65% 0.68% 1.12% 

 2019 年末 2018 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

减 
2017 年末 

资产总额 1,451,066,658.84 1,404,656,684.25 3.30% 1,448,211,025.6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

产 
614,032,196.20 584,692,335.61 5.02% 565,771,089.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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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1,791,381.41 464,462,424.22 497,615,908.47 622,195,480.4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 
2,940,308.86 9,567,987.28 4,023,411.27 9,576,506.1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

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2,257,833.69 4,660,064.08 2,769,039.87 3,447,934.83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

额 
43,736,090.01 33,918,520.53 -14,109,850.05 -1,234,14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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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537 

年度报告披

露日前一个

月末普通股

股东总数 

12,2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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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晓 境内自然人 45.90% 190,183,660 166,048,987 质押 140,480,000 

林雷彬 境内自然人 5.54% 22,950,000 0   

林萍 境内自然人 3.73% 15,444,000 11,583,000 质押 15,444,000 

李欣 境内自然人 3.38% 13,990,500 0   

余金杰 境内自然人 2.64% 10,943,550 0 质押 10,000,000 

中央汇金资

产管理有限

责任公司 

国有法人 1.27% 5,281,950 0   

黄维肖 境内自然人 1.07% 4,417,505 0   

王慷 境内自然人 0.63% 2,600,375 0   

袁东红 境内自然人 0.43% 1,770,000 0   

苏寿春 境内自然人 0.33% 1,378,100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

行动的说明 

陈晓、林萍系夫妻关系，为一致行动人。除上述情况外，公司未知其他股东

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为一致行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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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公司实现营业总收入193,606.52万元，同比上升65.01%，其中主营业务收入

115,529.14万元，较去年同期上升6.92%；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2,610.82万元，

同比上升24.49%，其中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为1,313.49

万元，同比上升200.90%。报告期内，公司加大市场开拓力度使得产品销售量稳步增长，引致

营业收入持续增长。 

报告期内，公司销售费用为1,322.64万元，比上年同期上升12.37%，主要原因是销售人工

成本、运杂费增加；管理费用4,896.14万元，比上年同期增长6.44%，主要原因是管理人员工

资、固定资产折旧增加所致；财务费用为3,714.58万元，比上年同期增加9.08%，主要原因是

报告期内公司融资利息支出增加所致。 

报告期内，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为6,231.06万元，比上年同期下降72.68%，主要

原因是公司购买商品支付的现金增加所致。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为-4,063.30万元，

比上年同期增加57.03%，主要原因是报告期内公司厂房工程投入较上期减少所致。筹资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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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为-2,439.35万元，比上年同期增加85.36%，主要原因是公司取得借款收

到的现金增加和支付暂借款减少所致。 

报告期内，在公司董事会的领导下，根据2019年的主要工作计划，公司重点完成了以下

工作： 

（一）持续推进新产品、新技术的研发 

研发始终是公司长远发展的根本保证，是企业的核心竞争力所在。报告期内，公司以市

场需求为导向，依托重点企业研究院、博士后工作站、国家认可实验室等自身技术平台以及

与浙江大学共建的纳米电接触功能复合材料联合研发中心等积极推进研发工作，加大科研投

入，利用现有技术向复合材料的高端领域不断进行拓展。报告期内，公司研发项目主要集中

在新型电接触材料、焊接材料、硬质合金材料、功能复合材料及相关联产品的研发，推出了

新能源电池用复合材料、替代铍铜的弹性电接触复合材料等新型材料，保持了公司技术的领

先性。 

报告期内，公司开发的二阶熔渗法制备AgW50/Cu电接触材料、新能源电池用电极连接复

合材料、一种替代铍铜的弹性电接触复合材料及预置钎料不锈钢层状复合材料Cu/304/Cu四项

技术达到国内领先水平；不锈钢真空钎焊用镍基焊膏、高性能银铜钎焊用助焊剂获评省级工

业新产品，达到国内先进水平；微观结构化环保高性能银基电接触功能复合材料关键技术研

发及产业化项目获评2019年中国机械工业科学技术三等奖。温州宏丰合金有限公司和温州宏

丰特种材料有限公司被认定为2019年浙江省科技型中小企业。同时，公司高度重视知识产权

保护，2019年，母公司收到10项授权的国内发明专利证书，另有下属子公司收到1项授权的实

用新型专利证书；母公司及子公司共申请专利9项。截至目前，公司及子公司共获得授权专利

102项，其中美国发明专利5项，欧洲发明专利5项，国内发明专利62项，实用新型专利29项，

外观设计专利1项，另有4项发明专利收到授权通知书。作为主要起草单位主导或参与制定了

13项国家标准、65项行业标准。 

（二）加大市场开拓力度 

公司凭借多年积累的品牌优势、持续稳定的供货能力和精准的行业定位，持续不断的加

大对大客户的营销力度。2019年，公司积极扩大中高端市场业务，形成国内市场稳步增长、

国际市场快速扩张、中高端市场协同发展的格局；同时不断延伸产品链，拓展产品的应用领

域，提高公司产品系统集成供应能力，丰富产品线。2019年公司实现营业总收入19.36亿元，

较上年同期增长65.01%。报告期内，公司积极参与大客户最新产品配套供应取得了良好成效，

如在新能源汽车输配电路保护领域及新能源汽车电池用复合材料领域进行了大力开拓，目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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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部分产品已经应用在一些知名品牌的新能源汽车电池中。 

（三）优化技改，精益生产，提高生产效率 

2019年，按照公司的工作部署，以高起点规划、高标准建设为原则，以任务倒逼、责任

到人的方式，通过实施一系列装备的自动化升级改造以及生产工艺的优化和提升，实现了降

本增效、节能降耗、提高了生产效率。 

公司持续推行5S精益生产管理，确保以降低管理和运营成本为主要目标，持续改进生产

过程品质，提高工作效率和流程效率，实现生产过程的秩序化和规范化。提高生产和销售部

门相互沟通效率，坚持科学合理排产，提高运营效率；切实抓好生产流程管理，建立从产品

设计、模具加工、新品试制、小试及批量生产等各个环节完善精益管理体系，保持生产的稳

定性，提质增效，增强市场竞争力。 

（四）完成董事会、监事会的换届选举工作 

2019年，鉴于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监事会期满，按照相关制度的要求，对提名新一届董

事、监事的候选人进行选举，并经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产生了新一届董事会、监事会成

员，同时由董事会聘任完成了新一届高级管理人员，公司董事会、监事会的换届选举圆满完

成。公司将在新一届董事会的带领下，继续发扬优良传统、恪尽职守，勤奋工作，保持公司

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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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颗粒及纤维增

强电接触功能

复合材料及元

件 

296,852,684.32 5,099,570.26 12.13% 8.54% 32.70% 0.99% 

层状复合电接

触功能复合材

料及元件 

215,406,242.06 5,263,021.31 17.25% 18.25% 34.43% 0.20% 

一体化电接触

组件 
541,993,670.88 12,686,674.18 16.52% 4.30% 50.27% 3.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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硬质合金 101,038,797.82 1,431,477.66 10.00% -3.97% -5.99% -1.48% 

其他业务 780,773,799.48 265,615.19 0.24% 741.74% 183.84% 2.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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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总收入193,606.52万元，同比上升65.01%；营业成本176,140.20

万元，较上年同期上升70.14%；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2,610.82万元，同比上

升24.49%，其中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为1,313.49万元，

同比上升200.90%。营业收入和营业成本大幅增加主要是由于报告期内公司开展贵金属材料贸

易所致。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大幅增加主要是由于报告期公司继续加强降本增效、

加强精细化管理取得一定成效；集中生产管理，提升了运营效率；受益于工艺技术的改进、

生产流程的优化，生产成本下降以及下半年公司主要原材料白银价格的上涨，对2019年利润

有积极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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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公司会计政策变更情况： 

1）执行《财政部关于修订印发2019年度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通知》和《关于修订印发合并财务

报表格式（2019版）的通知》 

财政部分别于2019年4月30日和2019年9月19日 发布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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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关于修订印发合并财务报表格式（2019版）的通知》（财会（2019）

16号），对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进行了修订。 本公司执行上述规定的主要影响如下： 

会计政策变更的内容和原因 
受影响的报表项目名称和金额 

合并 母公司 

（1）资产负债表中“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

拆分为“应收票据”和“应收账款”列示；

“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拆分为“应收票

据”和“应收账款”，“应收票据”上年

“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拆分为“应收

票据”和“应收账款”，“应收票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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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付票据及应付账款”拆分为“应付票

据”和“应付账款”列示；比较数据相应

调整。 

年末余额9,372,713.74元， “应收账款”

上年年末余额192,022,540.96元； 

“应付票据及应付账款”拆分为“应付票

据”和“应付账款”，“应付票据”上年

年末余额497,400.00元， “应付账款”

上年年末余额136,273,640.16元。 

上年年末余额7,983,539.74元， “应收

账款”上年年末余额173,256,235.80元； 

“应付票据及应付账款”拆分为“应付

票据”和“应付账款”，“应付票据”

上年年末余额9,240,000.00元， “应付

账款”上年年末余额136,156,021.18元。 

 

      2）执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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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企业会计准则第37号——金融工具列报》（2017年修订） 

     财政部于2017年度修订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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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企业会计准则第37号——金融工具列

报》。修订后的准则规定，对于首次执行日尚未终止确认的金融工具，之前的确认和计量与修订后的准则

要求不一致的，应当追溯调整。涉及前期比较财务报表数据与修订后的准则要求不一致的，无需调整。本

公司将因追溯调整产生的累积影响数调整当年年初留存收益和其他综合收益。 

     以按照财会〔2019〕6号和财会〔2019〕16号的规定调整后的上年年末余额为基础，执行上述新金融

工具准则的主要影响如下： 

会计政策变更的内容和原因 
受影响的报表项目名称和金额 

合并 母公司 

（1）因报表项目名称变更，将“以公允价

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

（负债）”重分类至“交易性金融资产（负

债）”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

的金融资产：减少99,135.00元； 

交易性金融资产：增加99,135.00元。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

的金融资产：减少99,135.00元； 

交易性金融资产：增加99,135.00元。 

（2）可供出售权益工具投资重分类为“以

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

融资产”。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减少50,000,000.00

元； 

其他非流动金融资产：增加57,947,301.46

元； 

递延所得税负债：增加1,192,095.22元； 

留存收益：增加6,755,206.24元。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减少50,000,000.00

元； 

其 他 非 流 动 金 融 资 产 ： 增 加

57,947,301.46元； 

递延所得税负债：增加1,192,095.22元； 

留存收益：增加6,755,206.24元。 

（3）将 “应收票据”重分类至“以公允价值

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其他综合收益的金融资

产（债务工具）”。 

应收票据：减少9,372,713.74元； 

应收款项融资：增加9,372,713.74元。 

应收票据：减少7,983,539.74元； 

应收款项融资：增加7,983,539.74元。 

（4）“应付利息”仅反映相关金融工具已到

期应支付但于资产负债表日尚未支付的利

息，将“应付利息”调整入相应金融工具的

账面余额。 

其他应付款：减少856,030.44元； 

短期借款：增加673,472.18元；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增加89,519.23

元； 

长期借款：增加93,039.03元。 

其他应付款：减少702,172.94元； 

短期借款：增加635,989.68元； 

长期借款：增加66,183.26元。 

 

以按照财会〔2019〕6号和财会〔2019〕16号的规定调整后的上年年末余额为基础，各项金融资产和

金融负债按照修订前后金融工具确认计量准则的规定进行分类和计量结果对比如下： 

对合并报表的影响 

原金融工具准则   新金融工具准则  

列报项目 计量类别 账面价值 列报项目 计量类别 账面价值 

货币资金  摊余成本 19,192,902.23  货币资金 摊余成本 19,192,902.23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

其变动计入当期损

益的金融资产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

动计入当期损益 

99,135.00 交易性金融资产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

入当期损益 

99,135.00 

应收票据 摊余成本  9,372,713.74 应收票据 摊余成本  

应收款项融资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

入其他综合收益 

9,372,713.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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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收账款 摊余成本  192,022,540.96 应收账款 摊余成本 192,022,540.96 

应收款项融资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

入其他综合收益 

 

其他应收款 摊余成本 4,077,213.59 其他应收款 摊余成本 4,077,213.59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含其他流动资产)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

动计入其他综合收益

(债务工具) 

 债权投资 

(含其他流动资产) 

摊余成本  

其他债权投资 

(含其他流动资产)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

入其他综合收益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

动计入其他综合收益 

(权益工具) 

 交易性金融资产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

入当期损益 

 

其他非流动金融资产  

其他权益工具投资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

入其他综合收益 

 

以成本计量(权益工具) 50,000,000.00 交易性金融资产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

入当期损益 

 

其他非流动金融资产 57,947,301.46 

其他权益工具投资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

入其他综合收益 

 

对母公司报表的影响 

原金融工具准则   新金融工具准则  

列报项目 计量类别 账面价值 列报项目 计量类别 账面价值 

货币资金  摊余成本 15,647,240.79  货币资金 摊余成本 15,647,240.79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

其变动计入当期损

益的金融资产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

计入当期损益 

99,135.00 交易性金融资产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

计入当期损益 

99,135.00 

应收票据 摊余成本  7,983,539.74 应收票据 摊余成本  

应收款项融资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

计入其他综合收益 

7,983,539.74 

应收账款 摊余成本  173,256,235.80 应收账款 摊余成本 173,256,235.80 

应收款项融资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

计入其他综合收益 

 

其他应收款 摊余成本 138,827,073.27 其他应收款 摊余成本 138,827,073.27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含其他流动资产)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

计入其他综合收益(债务工

具) 

 债权投资 

(含其他流动资产) 

摊余成本  

其他债权投资 

(含其他流动资产)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

计入其他综合收益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

计入其他综合收益  (权益

工具) 

 交易性金融资产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

计入当期损益 

 

其他非流动金融资

产 

 

其他权益工具投资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

计入其他综合收益 

 

以成本计量(权益工具) 50,000,000.00 交易性金融资产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

计入当期损益 

 

其他非流动金融资

产 

57,947,301.46 

其他权益工具投资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

计入其他综合收益 

 

 3）执行《企业会计准则第7号——非货币性资产交换》（2019修订） 

财政部于2019年5月9日发布了《企业会计准则第7号——非货币性资产交换》（2019修订）（财会〔2019〕

8号），修订后的准则自2019年6月10日起施行，对2019年1月1日至本准则施行日之间发生的非货币性资产

交换，应根据本准则进行调整。对2019年1月1日之前发生的非货币性资产交换，不需要按照本准则的规定

进行追溯调整。本公司执行上述准则在本报告期内无重大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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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执行《企业会计准则第12号——债务重组》（2019修订） 

财政部于2019年5月16日发布了《企业会计准则第12号——债务重组》（2019修订）（财会〔2019〕9

号），修订后的准则自2019年6月17日起施行，对2019年1月1日至本准则施行日之间发生的债务重组，应

根据本准则进行调整。对2019年1月1日之前发生的债务重组，不需要按照本准则的规定进行追溯调整。本

公司执行上述准则在本报告期内无重大影响。 

   

本报告期公司主要会计估计未发生变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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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公司合并报表范围新增1家单位： 

2019年1月，公司以自有资金出资设立全资子公司温州宏丰金属材料有限公司，并将其纳入公司的合

并报表范围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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