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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兵红箭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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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92,558,982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0.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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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兵红箭 股票代码 0005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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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韩韬 王新华 

办公地址 
河南省南阳市仲景北路 1669 号中南钻石

有限公司院内 

河南省南阳市仲景北路1669号中南钻石有

限公司院内 

传真 0377-83882888 0377-83882888 

电话 0377-83880269 0377-83880277 

电子信箱 hjhantao@163.com wxhbfjj@sina.com 

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报告期内，公司主要业务涵盖了军品业务板块、超硬材料业务板块、专用车及汽车零部件业务板块三

大业务板块。 

（1）军品业务板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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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品业务板块由北方红阳、北方红宇、北方向东、北方滨海、江机特种五个全资子公司承担。业务涉

及大口径炮弹、火箭弹、导弹、子弹药等多个武器装备领域，具有多种弹药科研试验设计条件、拥有多种

生产方式的技术和装备能力，能够满足不同弹药的生产要求，处于国内先进水平;有专业化试验场和不敏感

弹药危险性评估试验场。 

当今世界，军事科技正加速向信息化和智能化复合发展，呈现出全方位、深层次发展的态势和多点突

破、深度融合、广泛渗透的特征，对国家军事实力、综合国力以及国家安全和战略主动权产生重要影响。

弹药行业将向着能够实现态势感知、电子对抗、精确打击、高效毁伤和毁伤评估等功能的灵巧化、制导化、

智能化、微型化、多能化的信息化弹药方向发展。 

2020年，国家要实现国防和军队建设“三步走”中的第一步，要基本实现机械化，信息化建设取得重大

进展，战略能力有大的提升。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加快军民融合深度发展步伐，构建一体化国家战略体

系和能力”、“完善国防科技创新和武器装备建设制度”，信息化、智能化、制度化、体系化将不断凸显，立

足于质量和效益，推动装备高质量发展的政策红利逐渐显现。 

（2）超硬材料业务板块 

超硬材料业务板块由全资子公司中南钻石承担，主要产品包括人造金刚石和立方氮化硼单晶及聚晶系

列产品、复合材料、培育钻石、高纯石墨及制品等。 

2019年中国持续主导着全球超硬材料行业，占据超硬材料90%以上市场，享有充分话语权的市场竞争

格局依然没有变化。发达国家的同类产品只在有特殊要求的小市场销售，产品附加值较高。 

国内市场方面，超硬材料生产企业市场份额较为稳定，规模较大的三家企业占据了行业绝大部分的市

场。公司人造金刚石销量世界第一。目前，国际市场上高档人造金刚石基本由英国元素六等公司垄断。除

此之外，国外人造金刚石生产企业均已纷纷向超硬复合材料PCD、PDC、PCBN等高端工具市场转移。 

中南钻石拥有生产同质产品的前沿技术、拥有核心技术的自主知识产权、具有高于行业平均水平的持

续盈利能力、引领行业科研开发与技术发展方向”的一流技术，拥有多年来积累的雄厚物质基础、技术基

础和优势以及丰富的经营管理经验。在国家振兴实体经济政策等重大专项措施的推进实施，都将为超硬材

料带来新的市场需求。公司近年来开发的大颗粒无色钻石等产品，是入驻消费品领域的重要产品，市场前

景广阔。在HTHP技术生产培育钻石公司中具有技术领先优势，目前中南钻石生产的培育钻石以2.5克拉及

以上毛坯产品为主。 

（3）专用车及汽车零部件业务板块 

专用车及汽车零部件业务板块由红宇专汽、北方滨海、银河动力三个全资子公司承担。 

红宇专汽主要产品是冷藏保温汽车、爆破器材运输车、厢式运输车、配套军用方舱等多个系列产品。

2019年行各业对专用汽车的需求继续呈现出专业化、多元化发展格局。公路及现代物流业的快速发展促使

运输车辆向厢式化、重型化、专用化、多极化方向发展。国家把发展集装厢车、厢式货车、特种专用汽车

作为发展重点，并制定了一系列优惠政策。目前，红宇专汽爆破器材运输车市场占有率位居全国第一，冷

藏保温车市场占有率位居全国前列。红宇专汽已成为郑州汽车产业园区三大支柱整车汽车企业之一。 

北方滨海的主要产品是汽车轴类零部件科研和制造。北方滨海秉持“国际化、大客户、名配角”的发展

理念推动高质量发展，围绕商用车零部件的科研和制造，完成支腿总成、传输机构、转向器、盘式车桥等

新产品PPAP认证，并实现批量供应，聚焦全球顶级挂车企业，不断加强技术、品牌、质量、服务能力，广

泛开展技术交流、信息共享和对接配套，利用先进的智能化制造设备和试验检测手段，着力打造国内厢式

挂车零部件生产检测基地。 

银河动力的主要产品是缸套、活塞等内燃机配件。随着国家强军兴军目标和军民融合的发展战略实施

及国家对反恐、应急救援等安全维稳事业进一步重视，银河动力的军用活塞缸套、光束军刀等军民融合产

品将迎来新的市场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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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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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业收入 5,321,631,282.12 4,953,589,010.35 7.43% 4,775,366,633.1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255,217,225.91 347,180,379.86 -26.49% 126,009,188.1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246,630,016.71 325,555,316.83 -24.24% 130,044,667.04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912,063,390.95 1,498,821,874.20 -39.15% 536,985,986.81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83 0.247 -25.91% 0.090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83 0.247 -25.91% 0.09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3.19% 4.51% -1.32% 1.70% 

 2019 年末 2018 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减 2017 年末 

总资产 11,011,225,449.91 10,422,521,907.39 5.65% 9,728,624,582.0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8,188,102,341.00 7,863,186,918.95 4.13% 7,529,207,484.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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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51,953,477.69 1,153,012,380.80 1,176,527,654.36 1,940,137,769.2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72,453,979.90 88,877,265.11 122,645,748.25 -28,759,767.3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67,673,839.02 83,253,912.18 118,499,274.13 -22,797,008.62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56,303,107.74 -198,871,412.73 127,393,389.77 927,238,306.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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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9,585 

年度报告披露日

前一个月末普通

股股东总数 

96,8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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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豫西集团 国有法人 22.97% 319,881,122 319,881,122 质押 38,170,000 

中兵投资 国有法人 11.97% 166,671,623 8,244,023   

江北机械 国有法人 4.94% 68,832,640 68,832,640   

山东工业集团 国有法人 4.44% 61,887,122 61,887,122   

王四清 境内自然人 2.32% 32,315,825 0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富国中证军工龙头交

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

基金 

境内非国有法人 2.00% 27,873,200 0   

江南工业集团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1.99% 27,643,023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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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资集团 国有法人 1.94% 27,059,636 0   

北京金万众科技发展有限

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1.65% 23,002,812 0   

上海大策创业投资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人 1.54% 21,398,557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本公司前 10 名股东中第一大股东豫西集团、第二大股东中兵投资、第三大股

东江北机械、第四大股东山东工业集团、第六大股东江南工业集团有限公司、

第七大股东物资集团均为兵器集团的子公司，为一致行动人，与其它四名股

东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也不属于《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规定的一致行

动人。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明（如有）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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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否 

三、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1、报告期经营情况简介 

2019年，公司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把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作为最

高战略，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按照公司董事会安排部署，以产业报国的

胸怀和定力，不断积蓄能量，坚持“稳中有进、进中创优”的工作总基调，扎实履行强军首责、持续推动高

质量发展，强化科技创新、推进结构调整、全面深化改革、防范重大风险、加强党的建设等项工作呈现新

局面、展现新作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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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经济运行基本情况 

全年实现营业总收入532,163万元，同比增长7.43%；实现利润总额30,986万元,同比下降26.56%；实现

归属于母公司净利润25,522万元，同比下降26.49%；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3.19%；总资产周转率0.50次；

经营活动现金净流量91,206万元；成本费用率93.22%；资产负债率25.64 %，基本每股收益0.183 元/股。 

（二）军品结构逐步优化，战略布局更加完善 

加强战略谋划和前瞻布局，面临“瞄准打赢，练兵备战”的新形势，着力提升战略地位。全面梳理军品

布局，以提升核心生产能力为目标，有序有效推动项目建设落实，国拨项目、综合技术改造项目进展顺利，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按计划有序实施。完善重点产品装备能力建设，积蓄发展后劲，武器装备智能化、体系

化转型升级取得新成效、新突破，多个科研项目实现设计定型或转入设计定型阶段。 

（三）民品活力快速提升 

聚力高质量发展，加强民品战略引领，聚焦主业产品，突出高质量供给，明确民品发展定位与结构调

整方向，分类施策培育民品发展新优势。民品市场占有率、净资产收益率持续改善，现金流、自有资金保

持合理，两金占用、带息负债逐步降低，经营风险总体可控。 

超硬材料业务板块方面，大颗粒宝石级培育钻石实现了批量供应市场，收入利润大幅增长，成为公司

新的经济增长点。大颗粒彩色钻石呈色技术取得突破，已经具备“绿色、蓝色、红色、紫色、粉色”金刚石

的批量生产能力。主导建立了培育钻石分类、定级定价体系，中南钻石的市场引领作用和行业影响力更加

彰显，行业地位更加牢固。 

专用车及汽车零部件业务板块方面，产品结构逐步调整。红宇专汽完成无人机消防车样车交付，完成

配套军用方舱、轻量化冷藏车厢、垃圾分类运输车等的设计，通过加强大客户的开发和维护，市场知名度

和品牌影响力持续提升；北方滨海加强市场和客户开发，保持大客户核心供应商地位，围绕施密茨和斯托

顿等国际知名厂商整车零部件技术服务和供应需求，强化整车零部件集约供应能力；银河动力在巩固现有

产品市场地位基础上，拓展了军用发动机缸套应用域拓，取得显著效果，道路机国六活塞开发取得突破，

无人机活塞实现装机试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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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超硬材料及其制品 1,996,499,822.34 367,962,503.27 32.52% 2.32% -22.61% -2.87% 

专用汽车 363,701,867.12 -17,437,003.55 6.46% 0.74% 84.01% 24.44% 

汽车零部件 299,046,893.21 -24,313,880.41 4.15% -17.33% 37.10% -3.25% 

特种装备 2,662,382,699.45 3,841,462.85 16.73% 16.79% -95.76% -4.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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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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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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部于2019年发布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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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拆分部分资产负债表项目和调整利润表项目等。本公司已经根据新的企业财务报表格式

的要求编制财务报表，财务报表的列报项目因此发生变更的，已经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第30号——财务报

表列报》等的相关规定，对可比期间的比较数据进行调整。 

2、本公司自2019年1月1日起执行财政部2017年修订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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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企业会计准则第24号-套期会计》、《企业会计准则第37号-金

融工具列报》（以上四项统称<新金融工具准则>），变更后的会计政策详见第十二节/五、重要会计政策

及会计估计/10、金融工具。 

于2019年1月1日之前的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与新金融工具准则要求不一致的，本公司按照新金融工具

准则的要求进行衔接调整。涉及前期比较财务报表数据与新金融工具准则要求不一致的，本公司未调整可

比期间信息。金融工具原账面价值和新金融工具准则执行日的新账面价值之间的差额，计入2019年1月1日

留存收益或其他综合收益。 

3、本公司自2019年6月10日起执行财政部2019年修订的《企业会计准则第7号——非货币性资产交换》，

自2019年6月17日起执行财政部2019年修订的《企业会计准则第12号——债务重组》。该项会计政策变更

采用未来适用法处理，并根据准则的规定对于2019年1月1日至准则实施日之间发生的非货币性资产交换和

债务重组进行调整。 

本公司执行上述准则对本报告期内财务报表无重大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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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年,银河动力完成控股子公司上海银河动力金山缸套有限公司股权及债权挂牌转让事宜，收到转让

价款共计1,950万元，并完成了工商变更登记手续。本次股权转让完成后，上海银河动力金山缸套有限公司

不再纳入公司合并报表范围。 

截至本报告期末，上海银河动力金山缸套有限公司未开展任何实质性经营业务，上年同期也未开展实

质性经营业务。对公司整体经营情况不产生重大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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