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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378          证券简称：章源钨业         编号：2020-052 

崇义章源钨业股份有限公司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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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报告的董事会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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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章源钨业 股票代码 002378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变更前的股票简称（如有） 无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刘佶 张翠 

办公地址 江西省赣州市崇义县城塔下  江西省赣州市崇义县城塔下  

电话 0797-3813839 0797-3813839 

电子信箱 info@zy-tungsten.com info@zy-tungsten.com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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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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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元） 808,127,489.95 857,359,372.99 -5.7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61,609,598.98 -29,836,226.65 106.4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的净利润（元） 
-84,567,019.85 -58,879,073.38 43.63%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292,981,653.26 93,153,015.11 214.52%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7 -0.03 133.33%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7 -0.03 133.33%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3.69% -1.51% 减少 2.18 个百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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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711,218,166.10 3,688,820,157.31 0.6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1,607,306,167.79 1,684,806,612.51 -4.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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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3,9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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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崇义章源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64.22% 593,527,697  质押 448,204,873 

柴长茂 境内自然人 1.22% 11,300,000    

崇义章源钨业股份有限公司回购专用

证券账户 
其他 0.43% 3,941,400    

梁淑娴 境内自然人 0.31% 2,889,600    

邬伟民 境内自然人 0.23% 2,144,013    

丁伟建 境内自然人 0.21% 1,914,202    

侯建湘 境内自然人 0.18% 1,661,600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境内自然人 0.17% 1,563,916    

黄启阶 境内自然人 0.14% 1,268,384    

但玉红 境内自然人 0.14% 1,250,0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无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明（如

有） 

前 10 名股东中，股东柴长茂通过西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

持有 11,300,000 股，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 0 股；股东梁淑娴通过国信证券股份有

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 2,889,600 股，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 0 股；

股东丁伟建通过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 1,914,202

股，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 0 股；股东侯建湘通过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

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 1,661,600 股，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 0 股；股东黄启阶通过

华西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 1,071,242 股，通过普通证券

账户持有 197,1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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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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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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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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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 年上半年，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国际经贸形势严峻，全球经济出现大幅度下滑。一季度，国内

疫情爆发后采取严格防控措施，春节后企业延迟复工复产；二季度，海外疫情蔓延爆发，国内新冠疫情逐

步得到有效控制，兼顾疫情防控的同时，国家出台各种政策措施助力经济发展，国内经济逐步复苏。 

    报告期内，受新冠疫情、市场需求低迷等影响，中国钨行业总体呈下行态势，产品市场价格同比下降，

钨精矿（WO3≥65%）平均价格为 8.43 万元/吨，同比下降 8.67%，钨精矿、钨冶炼产品、深加工产品市场

价格均不同程度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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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公司经营业绩总体情况 

公司秉持“保安全、优环保、稳产量、提质量、控成本、拓市场、推创新、强管理”的工作思路，有序

推进公司各项工作。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80,812.75 万元，同比减少 5.74%；营业利润-6,158.07

万元，同比亏损增加 155.25%；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6,160.96 万元，同比亏损增加 106.49%。 

母公司营业收入80,657.73万元，同比减少5.01%；营业利润-1,726.14万元，同比减少171.28%；净利润

万元-1,627.57万元，同比减少183.28%。赣州澳克泰营业收入10,870.46万元，同比增加35.37%，其中涂层

刀片销售收入4,353.07万元，同比增加31.11%；棒材销售收入4,099.08万元，同比增加386.34%；净利润

-4,330.77万元，同比亏损减少16.09%。 

（2）公司生产经营情况 

1）矿山板块 

报告期内，为进一步对上游资源进行整合开发，公司完成了对崇义县高坌黄竹垅钨矿的采矿权及附属

资产的收购。 

生产：公司矿山强化生产管控，调整采掘布局，完善台班激励考核，努力提高工效，采掘总量、采矿

量、掘进量及原矿处理量等主要生产任务指标同比均实现较大提升。 

降本增效：上半年各矿在修旧利废、控制非生产性支出、控制跑冒滴漏及废石、尾砂综合利用等方面，

深挖内潜，其中废石销售额 1,046.57 万元，同比增长 284.93%。 

安全环保：公司矿山坚持“安全第一、环保优先”理念，积极推进各矿安标化运行，确保矿山安全生产。

毫不松懈抓环保，各项监测数据均达标。 

机械化：公司矿山稳步推进机械化、智能化矿山建设和高效采选技术的应用与工艺变革，加大了矿山

机械化推广和使用力度，完善了各类机械设备运行的管理与考核，指定专人负责跟踪管理，使新机械设备

发挥出应有的效率。 

2）冶炼板块 

生产：因改进结晶工艺及氧化钨二期扩建投产，公司上半年仲钨酸铵（APT）和氧化钨产量分别为 2,837

吨和 4,100 吨，同比均有上升。 

安全环保：坚持“要安全稳生产”红线，积极配合安全检查，严格执行特种作业监管制度，强化安全管

理；坚决贯彻落实“不环保不生产”理念，做好日常环保设备等巡检，氨回收运行平稳，废水达标排放及危

废按规定储存运输处置。 

3）深加工板块 

粉末厂：上半年，受新冠疫情影响，春节后公司虽延迟复工复产，但公司钨粉和碳化钨粉产销量同比

实现增长。公司利用新冠疫情停产期间，完善粉末二期粗颗粒碳化钨生产线，提升了产品产能；在质量改

进方面，不断优化碳化钨粉生产工艺，为后续合金生产及客户提供稳定合格原料，开发了客户所需球齿专

用碳化钨粉，并已批量供货；在降本增效方面，强化节能管理，充分回收各厂及部门生产、化验、品管环

节物料，进行再利用，降低生产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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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金厂：受疫情及订单不足影响，上半年合金产品产量 454.25 吨，同比下降 27.56%，其中一季度同

比下降 42.49%。在新产品研发方面，非标异型、高风压齿、PCB 棒材等新产品的研发取得了较好进展。 

4）赣州澳克泰 

产销：上半年，涂层刀片产量 376.02 万片，同比增长 2.78%，销量 328.82 万片，同比增长 26.76%；

合金棒材产量 135.48 吨，同比增长 23.87%，销量 140.93 吨，同比增长 402.04%；通过重点推进高附加值

系列产品生产销售，涂层刀片和棒材销售收入 8,452.16 万元，同比增长 103.03%。 

研发及品牌推广：赣州澳克泰以技术创新为驱动，集中资源助推产品提质增值。目前已开发 1,140 款

产品，拓展覆盖金属陶瓷产品、PCD/CBN、整硬钻头。尤其是加大了铣刀、槽刀、深孔钻等高技术含量、

高附加值的产品开发力度，适时抓住机遇，积极推广、试刀，替代进口品牌，目前已成为不少客户国产化

的首选，有力地提升了澳克泰品牌“难加工材料切削专家”的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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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报告期无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 

 

 

 

崇义章源钨业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签字： 

 

                                                                     2020 年 8 月 2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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