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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300034                          证券简称：钢研高纳                           公告编号：2019—069 

北京钢研高纳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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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钢研高纳 股票代码 3000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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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艾磊（代） 蔡晓宝 

办公地址 北京市海淀区大柳树南村 19 号 北京市海淀区大柳树南村 19 号 

电话 010-62182656 010-62182656 

电子信箱 caixiaobao@cisri.com.cn caixiaobao@cisri.com.cn 

2、主要财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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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元） 675,602,739.37 345,447,493.51 95.5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86,292,199.84 46,345,426.82 86.1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后的净利润（元） 

80,310,679.89 42,803,609.26 87.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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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14,219,845.56 -365,053.59 -3,795.28%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922 0.1098 75.05%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913 0.1098 74.23%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4.69% 3.37% 1.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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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00,528,411.92 2,584,304,557.62 8.3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1,840,400,044.36 1,795,480,332.88 2.50%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报告期末股东总数 19,4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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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钢研科技集
团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44.29% 198,832,576 0  0 

中央汇金资产管

理有限责任公司 
国有法人 1.92% 8,598,248 0  0 

王兴雷 境内自然人 1.47% 6,598,155 6,598,155  0 

中国建设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景

顺长城量化精选

股票型证券投资

基金 

境内非国有法人 1.41% 6,350,395 6,350,395  0 

中国工商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华
商新锐产业灵活

配置混合型证券

投资基金 

境内非国有法人 1.23% 5,500,049 5,500,049  0 

平度新力通企业

管理咨询中心
（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人 1.05% 4,713,466 4,713,466  0 

盛文兰 境内自然人 0.83% 3,738,954 3,738,954  0 

USB AG 境外法人 0.81% 3,617,392 3,617,392  0 

蒋仕波 境内自然人 0.62% 2,800,000 2,800,000  0 

中国工商银行-

中银收益混合型
证券投资基金 

境内非国有法人 0.60% 2,697,046 2,697,046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

说明 

上述股东中，王兴雷持有平度新力通企业管理咨询中心（有限合伙）5.5%股份。其他股

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性未知。 

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参与融资融券
业务股东情况说明（如有） 

季爱琴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 0 股外，还通过华福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
证券账户持有 2555159 股，合计持有 25551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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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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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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是否需要遵守特殊行业的披露要求 

否 

1、总体经营情况 

2019上半年，公司经营情况良好，主营业务保持稳定增长。报告期内，实现营业收入675,602,739.37元，同比增长95.5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86,292,199.84元，比上年同期增长86.19%。 

2、推进精细化管理，提升管理效能 

公司不断完善优化管理考核机制，颁布了《生产运营管理办法》，完善生产管理体系，建立生产单元定期沟通机制，着

眼于提升管理水平和管理效能。公司职能部门本着服务、协调、指导、监督的原则，从公司业务发展需求出发，积极转变职

能，创造性开展工作，逐步规范公司各系统基础管理工作，不断强化各项管理措施，提高决策部署执行力。 

报告期内，公司通过装备承制单位资格认证现场审核，取得证书，通过三体系审核复审，建立国际宇航AS9100D质量管

理体系，组织编制体系文件，并组织公司人员参加内、外部培训。 

3、加大市场开发力度，提升公司品牌形象 

公司针对重点客户维护、重大市场开发和新市场开拓，建立了统分结合的市场拓展机制。报告期内，变形高温合金产品

实现销售收入193,125,294.74元，同比增长20.42%，拳头产品GH4169系列合金产品市场占有率稳居第一；铸造高温合金产品

实现销售收入420,968,281.55元，同比增长221.12%，对于大型复杂机匣产品，在技术研发上取得了重大突破，承接了民用涡

浆的多种大型复杂薄壁机匣攻关任务，并通过不断提升工艺、生产、技术和管理的工程化能力，提升过程的信息化采集与管

控水平；新型高温合金实现销售收入55,351,246.00元，同比增长11.08%，粉末高温合金通过技术提升、工艺改进和加强过程

管控，提高了母合金的纯净度、降低了生产成本，保证了质量的稳定性和一致性；金属间化合物产品Ti2AlNb环锻件试制的

压气机机匣、静叶和承力环通过了部件串装考核，以Ti2AlNb盘锻件试制的压气机整体叶盘通过了室温和高温超转试验及低
周疲劳试验；公司建立了我国第一条完整的氧化物弥散强化高温合金生产线，目前公司在氧化物弥散强化（ODS）高温合金

领域处于国际先进、国内领先的技术水平。 

青岛新力通具备国内同行业中最为先进且自主知识产权的生产装备与工艺，具备可实现批量流程化规模生产的生产制造

及质量保证体系，实现了行业内最高的生产制造效率及合格率，具备国内最高的品牌地位及国外主流客户的认证。目前已和
国际著名石化工程公司展开了密切的合作，2019年4月份分别与全球知名石化工程公司及国际知名冶金企业签订了框架协议，

这不仅代表着新力通的国际石化市场地位稳固上升和工艺技术的行业领先地位，而且也标志着新力通冶金产品的国际市场全
面打开。 

4、实施股权激励，激发员工干事业积极性 

报告期内，公司通过向激励对象定向发行的方式，对138名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核心骨干员工进行了激励计划。
该次股权激励有几个特点：一是人员覆盖广。本次激励对象（包括预留）共计138名，占公司职工总数13.61%。二是激励力

度大。本次授予股数（包括授予）为1346.83万股，占公司当前总股本比例为3%。三是约束时间久。股权激励计划的有效期

为5年，其中2年禁售期3年限售期，使员工与公司长期成长紧密联系在一起，共同为公司价值持续增长协力并进。四是业绩

考核强。解除限售需要业绩考核条件达标，包括前一会计年度归母净利润增长率、净资产收益率（ROE）和△EVA等条件。 

5、完善产业布局，助力公司发展 

    根据公司长远规划及整体战略，围绕自身产业优势及技术积累，公司于2019年6月通过了对外投资建设青岛市产业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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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包括高温合金精铸件和铝镁钛轻质合金精铸件项目，项目的顺利实施将从根本解决科研试制与批产相互影响、开拓国

际宇航业务面临的提升交付能力和改善生产现场管理等问题，有利于巩固和提高公司产品在高温合金领域的市场地位和技术

优势，布局国际宇航市场，提升公司综合实力，形成新的利润增长点。 

6、党建促发展，把方向、管大局 

报告期内，公司党委始终把政治建设放在首位，树牢“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通过理论中心组
学习、利用“学习强国”学习平台、积极参加“中国钢研大讲堂”、集团公司研讨活动等方式，全面深入学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国企党建会议精神。 

公司党委紧密围绕公司中心任务和重点工作，把方向、管大局、保落实。对公司战略规划、年度工作计划、“三重一大”

决策、重点项目建设、重要经营节点等公司重大事项，公司党委充分发挥党组织领导核心作用，践行民主科学决策机制，并

在实践中不断完善公司决策机制。在公司改革发展的关键时期，对保证公司规范运行、把握改革发展方向、控制决策风险等

方面起到了把关定向的决定性作用。 

公司党委通过扎实开展“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活动主题教育。通过学习研讨提升党员干部的思想政治素质，通

过调查整改切实解决改革发展和党建工作中的问题。各支部开展了各类红色教育实地学习、公司内部或与用户的支部共建、

参观、读书分享会多种形式的支部活动，凝心聚力，激发党员干部的使命感、责任感、荣誉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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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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