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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黄河旋风股份有限公司 

2014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一、  重要提示 

1.1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投资者欲了解详细内容，应当仔细阅读同时

刊载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等中国证监会指定网站上的半年度报告全文。 

 

1.2  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黄河旋风 股票代码 600172 

股票上市交易所 上海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姓名 杜长洪 

电话 0374-6108899 

传真 0374-6108986 

电子信箱 duch@hhxf.com 

 

二、  主要财务数据和股东变化 

2.1  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

年度末增减(%) 

总资产 4,747,623,441.92 4,538,708,621.55 4.6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2,299,222,909.03 2,212,227,304.94 3.93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

同期增减(%)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38,427,128.11 204,161,784.20 -32.20 

营业收入 808,410,681.24 785,348,487.08 2.9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13,663,710.99 98,427,367.04 15.4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    
112,608,372.70 99,833,243.07 12.8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5.01 4.75 
增加 0.26 个百分

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2131 0.1845 15.50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2131 0.1845 15.50 

 

2.2  截止报告期末股东总数及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前十名股东情况 

单位：股 

报告期末股东总数 51,073 

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 



河南黄河旋风股份有限公司 2014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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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质押或冻结的股份数

量 

河南黄河实业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

有法人 
25.34 135,134,352 7,776,218 质押 127,068,900 

 

日本联合材料公司 境外法人 7.48 39,887,646 28,907,480 无 
  

华泰证券股份有限

公司约定购回式证

券交易专用证券账

户 

其他 3.51 18,700,000 0 无 
  

毛丽霞 
境内自然

人 
0.67 3,592,111 0 无 

  

霍嘉华 
境内自然

人 
0.48 2,540,776 0 无 

  

陈智明 
境内自然

人 
0.42 2,228,420 0 无 

  

汪金奎 
境内自然

人 
0.39 2,079,309 0 无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富国沪

深 300 增强证券投

资基金 

其他 0.39 2,066,000 0 无 
  

乔勇 
境内自然

人 
0.35 1,849,498 0 无 

  

全国社保基金四一

二组合 
其他 0.33 1,735,265 0 无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

的说明 

公司控股股东河南黄河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与其余股东之间无

关联关系，也不属于一致行动人。公司未知除控股股东外其他前十

名无限售条件股东之间以及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和前十名股东

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  

 

2.3   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适用 √不适用 

 

三、  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报告期内，公司根据既定的战略规划继续保持以超硬材料单晶为主业，以超硬复合材料和

金属粉末为次主业的发展战略，进一步加大科研投入力度，坚持以科技创新带动企业持续健

康发展；进一步加强全产业链产品的研发，积极拓展中下游产业，更加突出公司在超硬材料

产业链方面的综合优势；进一步加强绩效考核力度，坚持以经济指标为核心，以"归口管理，

全面推进，重点突破"为原则，层层分解，逐月跟踪，使公司的整体绩效得到明显提高；进

一步加强流程创新再造，利用内部控制已取得的成果，有效促进了公司生产经营活动更加安

全、高效、节能、环保；进一步优化公司的营销模式和客户信用管理，扎实稳健的促进了市

场业务开拓和应收账款风险的控制；进一步把"突出三新（新产品、新流程、新渠道）、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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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化（自动化、信息化、信用化）、践行三力（落实力、执行力、考核力）、实现三高（高层

次、高效率、高效益）的经营文化"贯彻到公司生产经营的方方面面，有效实现了公司销售

收入的稳健增长。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总收入 80841 万元，比去年同期上升 2.94%，净利润 11366 万

元，比去年上升 15.48%。 

      报告期后公司将进一步推动以下工作： 

   （1）坚持以市场为导向，以科技创新引领发展，继续坚持对研发支出的大力支持，进一

步完善对高层次科技创新人才的引进、培养和任用，进一步发挥企业技术创新平台的综合优

势，进一步落实科技创新激励机制，以科技创新来推动产品性能和产能提升，增强公司产品

的核心竞争力和盈利能力，实现公司收入和利润的持续、健康、稳定增长。 

   （2）继续推进公司内控与预算和信息化建设，继续创新流程再造、继续推进绩效考核，

进一步优化公司的营销模式和客户信用管理，坚持"有质量的增长"的发展理念，进一步优化

产业布局和资源配置，整合产学研资源，稳健推进战略目标的实施，稳步实现公司规模的良

性扩大，稳步实现公司的经营效率的不断提高。 

 

(一)  主营业务分析 

1、  财务报表相关科目变动分析表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科目 本期数 上年同期数 变动比例（%） 

营业收入 808,410,681.24  785,348,487.08  2.94  

营业成本 531,139,769.46  538,314,238.27  -1.33  

销售费用 19,496,101.25  20,831,843.37  -6.41  

管理费用 67,446,637.58  57,077,220.14  18.17  

财务费用 52,011,858.57  46,797,724.09  11.14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38,427,128.11  204,161,784.20  -32.20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67,104,311.41  -311,985,744.23  -46.44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45,051,347.05  1,721,706.85  2,516.67  

研发支出 30,677,114.79  21,705,395.11  41.33  

 

(1)销售费用变动原因说明：营业费用同比减少 6.41%，主要原因是本期业务提出费用同比减

少。 

(2)管理费用变动原因说明：管理费用同比增加 18.17%，主要原因是折旧费、研发费用等增

加。 

(3)财务费用变动原因说明：财务费用同比增加 11.14%，主要原因是付息负债金额多于同期。 

(4)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变动原因说明：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同比减少

32.20%，主要原因是本期“购买商品、接受劳务支付的现金”同比增加。 

(5)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变动原因说明：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同比减少

46.44%，主要原因是本期“购建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支付的现金”同比减

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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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变动原因说明：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同比增加，

主要原因是本期“取得借款收到的现金”同比增加。 

(7)研发支出变动原因说明：研发支出同比增加 41.33%，主要原因是本期在产品的生产技术、

材料替代和工艺研发等方面的研发支出同比增加。 

 

 2、  其它 

（1）公司前期各类融资、重大资产重组事项实施进度分析说明 

   河南黄河旋风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14 年 3 月 28 日、2014 年 4 月 11

日、2014 年 4 月 23 日分别召开的第五届董事会 2014 年第一次临时会议、第五届董事会 2014

年第二次临时会议、2013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河南黄河旋风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

行股票预案》及相关事项，详情请参见上交所网站 www.sse.com.cn,及《上海证券报》公司

公告：临 2014-007、014、020。公司积极推进上述事宜，配合各中介机构补充完善各类上

报资料，目前各项工作进展顺利。 

(2)  经营计划进展说明 

     公司 2013 年度报告中对 2014 年度经营预测如下：“2014 年度，公司计划实现营业收入

17-18 亿元，计划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普通股东的净利润 2.2-2.4 亿元。（该经营目标并不代

表公司对 2014 年的盈利预测，能否实现取决于国家宏观政策、市场状况的变化等多重因素，

存在不确定性，敬请投资者特别注意）”。 

   受宏观经济如基建投资放缓、GDP 增速下调等影响，行业竞争加剧，公司的市场开拓进

展遇到一定的压力，公司 2014 上半年实际实现营业收入 80841 万元，净利润 11366 万元。

公司的营业收入同比增长幅度趋缓，不足年初营业收入全年计划的 50%，但是公司敢于迎

难而上，积极应对，通过不断创新，加强管理、科技创新、流程再造等一系列措施，稳健推

进公司经营战略的实施，保持公司营业收入和利润的持续、健康、稳定增长。 

 

(二)  行业、产品或地区经营情况分析 

1、  主营业务分行业、分产品情况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主营业务分产品情况 

分产品 营业收入 营业成本 
毛利率

（％） 

营业收入

比上年增

减(%) 

营业成本

比上年增

减(%) 

毛利率比

上年增减

（%） 

超硬材料  583,303,065.23 393,798,263.16 32.49 6.36 2.79 
增加 2.34

个百分点 

金属粉末  106,569,181.88 63,147,394.77 40.75 10.43 8.79 
增加 0.90

个百分点 

超 硬 复 合

材料  
76,348,656.60 39,441,874.15 48.34 -21.09 -37.98 

增加 14.07

个百分点 

超硬刀具  7,530,259.96 5,853,104.33 22.27 -13.80 -12.44 
减少 1.21

个百分点 

超 硬 材 料

制品  
12,449,244.49 10,080,369.39 19.03 14.69 8.99 

增加 4.23

个百分点 

建筑机械  19,470,653.45 17,489,870.14 10.17 -0.32 5.48 
减少 4.94

个百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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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计 805,671,061.61 529,810,875.94 34.24 3.18 -1.39 
增加 3.05

个百分点 

 

   报告期，公司面对复杂的宏观经济环境和日趋白热化的行业竞争态势，敢于迎难而上，

积极应对，通过不断创新，加强管理和流程再造等一系列措施，促进了营业收入的同比正向

增长。但是就产品结构而言，其中超硬材料、金属粉末、超硬材料制品同比分别增长了 6.36%、

10.43%、14.69%，超硬复合材料增长不及预期，同比下降 21.09%，主要原因为：公司的超

硬复合材料主要应用于煤矿开采、矿山开采、地质勘探等应用领域，报告期内，受到宏观经

济，特别是煤炭行业景气度大幅下降的影响，市场需求减弱，同行竞争程度增强，公司的销

售拓展遇到一定压力，没有达到既定的增长目标，但是公司结合自身优势，利用相对成熟的

技术、稳定的质量、优秀的品牌形象，有针对性的采取相应措施，目前已取得一定的改善效

果。 

 

2、  主营业务分地区情况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地区 营业收入 营业收入比上年增减（％） 

国内销售  766,630,362.09 2.16 

出口销售  39,040,699.52 28.38 

合计  805,671,061.61 3.18 

报告期内，公司主营业务国内销售和出口销售分别较上一年度增长 2.16%、28.38%，主

要原因为面对复杂的经济形势和激烈的行业竞争，公司巩固国内市场销售的同时，通过展会、

交流会等多种形式加强了对外的出口销售，实现了出口销售的有效增长。 

 

(三)  核心竞争力分析 

（1）研发优势 

   公司是国内最早专注于超硬材料的研发与生产经营相结合的企业，长期致力于超硬材料领

域的研究与应用，具有比较雄厚的技术积累；公司拥有国家级研发中心，先后承担多项国家

科技项目和省市科研项目，并于 1999 年建立企业博士后科研工作站，2011 年度被评为河南

省优秀博士后科研工作站。公司具备了从理论研究、实验开发、批量应用、规模生产一条龙

的研发能力，形成了具有自身特点的技术体系，掌握了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核心技术。 

   公司核心技术人员从业经验丰富、科研能力强，是国内超硬材料及制品领域研究的领先者。

为保持公司在国内超硬材料行业的领先技术优势，公司大力引进人才，推进校企联合，加强

了与吉林大学、河南工业大学、中原工学院等高校的技术人才合作，为公司的创新活力带来

了人力资源保障。公司 2013 通过复审继续被认定为高新技术企业。卓越的研发创新能力为

公司在行业竞争中保持生产技术的先进性和潜在市场开发能力优势方面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促进了公司健康稳定快速发展。 

  （2）产品质量优势 

   公司以"做全球质量最稳定的超硬材料制造商"作为企业的经营理念，建立并完善可靠的质

量控制体系，严格把关，确保公司产品的稳定性。公司现有的质量认证体系已通过中联认证

中心的 GB/T 19001－2008 － ISO 9001:2008 质量管理体系认证，根据产品开发生命周期特

性以及各阶段质量控制点的不同，制定了相应的品质控制规范和流程，先进的工艺水平加之

完备可靠的质量控制体系，有效保障了公司产品的各项性能和技术指标的稳定性和可靠性，

造就了在下游客户中有良好的产品市场声誉，部分产品已形成了高质高价的差异化优势，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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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较强的市场竞争力。    

  （3）品牌优势 

   公司作为最早从事超硬材料规模生产的企业，通过科技创新与工艺的改造使产品性能已经

接近或达到先进水平，公司严格有效的质量控制体系有效提高和保障了公司的品牌形象，公

司一直坚持，不断加强在品牌建设和维护上的投入，旋风牌产品已经成为信誉的保障。优秀

的品牌效应同时也为公司的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持和促进作用。  

  （4）全产业链优势 

   公司的目标是打造"全球品种最齐全的超硬材料生产商"。已成为国内乃至全球范围内极少

数产品类别齐全的超硬材料及制品制造商，可以向客户提供产品类别、规格齐全以及性能稳

定的各类超硬材料及制品，包括超硬材料单晶及制品、立方氮化硼及制品、金刚石聚晶及制

品以及超硬材料制品辅助材料，不断推出满足市场需求的新产品。 

 

(四)  投资状况分析 

1、  对外股权投资总体分析 

被投资公司名称 

占被投资

公司的权

益 比 例

（％） 

长期股权投资

期初余额 

长期股权投资

期末余额 

变动幅度 

（%） 

被投资公司主

要业务 

河南联合旋风金刚石

有限公司 
     30   14,229,439.68  13,662,277.51    -3.99 

金刚石锯片、

刀头、金刚石

钻头等生产销

售 

河南联合旋风金刚石

砂轮有限公司 
     19   4,078,063.02    4,289,004.59    5.17 

金刚石砂轮和

CBN 砂轮等生

产销售 

北京黄河旋风鑫纳达

科技有限公司 
     45   33,657,023.87   40,501,683.74  20.34 

研究、开发、

生产人造金刚

石及用于合成

人造金刚石的

粉末材料 

合计    51,964,526.57  58,452,965.84  12.49   

 

2、  非金融类公司委托理财及衍生品投资的情况 

(1)  委托理财情况 

    本报告期公司无委托理财事项。 

 (2)  委托贷款情况 

    本报告期公司无委托贷款事项。 

 (3)  其他投资理财及衍生品投资情况 

投资

类型 

资金

来源 

签约

方 

投资

份额 

投资期

限 
产品类型 预计收益 投资盈亏 是否涉诉 

衍 生

品 
自筹 

   
金属期货 

 
3,801.34  否 

详见合并报表附注六（二）交易性金融资产的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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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无募集资金或前期募集资金使用到本期的情况。 

 

3、  主要子公司、参股公司分析 

被投资公司名称 
所处行

业 

注册资本(万美

元) 

总资产 ( 万

元) 

净资产 ( 万

元) 
净利润(万元) 

河南联合旋风金刚石有限公司 制造 560 5,174.63 4,776.84 -189.05 

河南联合旋风金刚石砂轮有限

公司 
制造 270 2,876.29 2,358.25 111.02 

北京黄河旋风鑫纳达科技有限

公司 
制造 120 12,480.52 9,140.24 1,221.32 

 

4、  非募集资金项目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无非募集资金投资项目。 

 

二、  利润分配或资本公积金转增预案 

(一)  报告期实施的利润分配方案的执行或调整情况 

    2014 年 4 月 23 日，河南黄河旋风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2013 年度股东大会

审议通过《公司关于 2013 年度利润分配的议案》，批准以 533,362,138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

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0.5 元（含税），每股派发现金红利 0.05 元（含税），共计派发股利

26,668,106.90 元（含税）。 

    截止到 2014 年 6 月 13 日下午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公司上

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全体股东，为本次现金红利发放范围，2014 年 6 月 16 日为除权（除息）

日和现金红利发放日，至此委托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代为发放的 2013 年

度现金红利已分配实施完毕。 

 

三、  其他披露事项 

(一)  董事会、监事会对会计师事务所“非标准审计报告”的说明 

√ 不适用 

 

四、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4.1 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报告期内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未发生变化。 

4.2 报告期内未发生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 

4.3 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报告期内财务报表合并范围未发生变化。 

 

董事长：乔秋生 

河南黄河旋风股份有限公司 

2014 年 7 月 28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