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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黄河旋风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一 重要提示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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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者应当到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等中国证监会指定媒体上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

文。 

2 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半年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

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3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会议。 

4 本半年度报告未经审计。 

5 经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公司未制定半年度利润分配预案和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二 公司基本情况 

2.1 公司简介 

公司股票简况 

股票种类 股票上市交易所 股票简称 股票代码 变更前股票简称 

A股 上海证券交易所 黄河旋风 600172 G旋风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杜长洪 梅雪 

电话 0374-6108986 0374-6165530 

办公地址 河南省长葛市人民路200号 河南省长葛市人民路200号 

电子信箱 duch@hhxf.com hhxfzjb@hhxf.com 

 

2.2 公司主要财务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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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46,208,448.25 8,708,697,977.85 11.9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5,008,810,070.02 4,857,189,952.32 3.12 



东的净资产 

 本报告期 

（1-6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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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7,232,922.65 91,130,870.62 -59.14 

营业收入 1,468,288,726.88 1,157,472,065.03 26.8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 

186,825,609.75 181,938,124.25 2.6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 

178,811,213.47 171,221,527.23 4.43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

益率（%） 

3.79 3.94 减少0.15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

股） 

0.1310 0.1276 2.66 

稀释每股收益（元／

股） 

0.1310 0.1276 2.66 

 

 

2.3 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 股 

截止报告期末股东总数（户） 57,581 

截止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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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75 324,536,389 69,686,532 质押 262,791,000 

陈俊 境内自

然人 

5.60 79,864,440 76,007,298 质押 79,811,999 

日本联合材料公司 境外法

人 

5.03 71,797,763 52,033,464 无 0 

乔秋生 境内自

然人 

2.20 31,440,941 31,345,150 质押 31,345,149 

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约

定购回式证券交易专用证

券账户 

未知 1.91 27,240,000 0 无 0 

魏旭川 境内自

然人 

1.65 23,471,576 0 无 0 

沈善俊 境内自

然人 

0.95 13,500,000 12,150,000 质押 12,150,000 

杨琴华 境内自 0.68 9,642,857 8,678,572 无 0 



然人 

姜圆圆 境内自

然人 

0.61 8,678,572 7,810,715 质押 7,812,000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富国中证工业 4.0 指

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 

未知 0.55 7,854,074 0 无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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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东之间以及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

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

量的说明 

  

 

 

 

2.4 截止报告期末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前十名优先股股东情况表 

□适用 √不适用 

2.5 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适用 √不适用 

 

2.6 未到期及逾期未兑付公司债情况 

√适用 □不适用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债券名称 简称 代码 发行日 到期日 债券余额 利率（%） 

公司债券 12 旋风债 122180 2012 年 8 月

23 日 

2017 年 8 月

23 日 

700,000,000 6.28 

反映发行人偿债能力的指标： 

√适用 □不适用 

主要指标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资产负债率 0.4856   0.4417   

 本报告期（1-6月） 上年同期 

EBITDA利息保障倍数 5.19   5.98   

 

关于逾期债项的说明 

□适用 √不适用 

 

三 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3.1 经营情况的讨论与分析 

报告期内，国家经济发展步入新常态，在宏观经济增速及市场增长乏力的大背景下，公司所



在行业也发生着深刻的变革，中国超硬材料及制品行业正面临着新的发展机遇和挑战。公司审慎

分析行业发展趋势,严格落实 2017 年年初制定的经营计划，稳步推进主营业务产品结构的优化调

整，优化产品结构，加大科研创新，为公司后续发展奠定坚实的基础。 

2017 年上半年公司实现营业总收入 14.68 亿元，比去年同期增长 26.85%，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净利润 1.87 亿元，比去年同期增长 2.69%，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3.79%，实现基本每股

收益 0.131元∕股。 

报告期内，公司坚持以市场为主导，高度重视科技研发和工艺创新，不断加大科研项目投入，

不断完善与科技创新有关的制度建设，重视高新技术人才的引进，合理使用激励机制，加强企业

技术创新平台建设和知识产权的申报与管理等工作，充分发挥科研创新在企业转型升级中的重要

作用。公司 2017 年上半年申报发明专利和实用新型合计 13 项，截止 2017 年 6 月 30 日，已有 5

项获得授权。 

报告期内，公司加快产品内部结构的调整，在以超硬材料为主要经营产品的前提下，结合自

身在行业的优势，积极向行业纵深发展，优化布局工业用金刚石消费市场，开拓消费级人造钻石

消费市场，目前公司募投项目进展良好，刀具项目虽有所延迟，但相关不确性因素已经消除（具

体内容已公布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全资子公司明匠智能以智能制造系统集成服务为主攻方

向，以实现过程级数据采集、工厂级数据监控、企业级系统集成、产业级大数据服务为主线，在

核心嵌入式硬件软件技术、6 轴关节机器人应技术、多轴柔性机床技术、在线检测技术、智能制

造软件技术、智能制造系统集成技术、智能制造标准体系等领域研发均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和突破。 

2017年上半年，公司深化经营管理创新，完善内部控制运营流程。内部管理工作涉及资产管

理、销售管理、采购管理、合同管理等其他管理流程控制。报告期内各项管理流程有序推进。公

司各事业部和后勤单位始终围绕公司年初制定的经营目标开展工作，充分展现其业务发展状况和

部门职能支持，有效控制公司的运营成本和经营风险，调动各方工作积极性，提升公司运营效率。 

 

3.2 与上一会计期间相比，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原因及其影响 

□适用 √不适用 

 

3.3 报告期内发生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更正金额、原因及其影响。 

□适用 √不适用 

 

 

 

河南黄河旋风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乔秋生 

 

2017年 8月 28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