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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0962 证券简称：*ST东钽 公告编号：2016-069

宁夏东方钽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6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1、重要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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巨潮资讯网或深圳证券交易所网

站等中国证监会指定网站上的半年度报告全文。

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ST东钽 股票代码 0009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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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叶照贯 秦宏武

电话 0952-2098507 0952-2098563

传真 0952-2098562 0952-2098562

电子信箱 zhqb@otic.public.yc.nx.cn zhqb@otic.public.yc.nx.cn

2、主要财务数据及股东变化

（1）主要财务数据

公司是否因会计政策变更及会计差错更正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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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83,335,191.58 603,443,542.23 -36.4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137,888,578.11 -156,145,018.15 11.6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元）
-145,174,815.30 -167,910,905.22 13.54%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124,923,579.51 166,544,619.47 -24.99%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3128 -0.3542 11.69%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3128 -0.3542 11.69%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9.97% -7.78% -2.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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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05,224,614.39 3,168,383,970.55 -5.1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1,316,024,319.37 1,451,700,633.89 -9.35%

（2）前 10名普通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38,7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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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10名普通股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

例

持普通股数

量

持有有限售

条件的普通

股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

状态
数量

中色(宁夏)东方集团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45.80% 201,916,800 质押 20,000,000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任

公司
国有法人 2.91% 12,827,300

楼肖斌 境内自然人 1.56% 6,881,399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1.11% 4,896,168

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0.77% 3,373,123

葛凯 境内自然人 0.47% 2,071,001

林晓琳 境内自然人 0.32% 1,415,000

欧海鹰 境内自然人 0.32% 1,411,680

史玉燕 境内自然人 0.31% 1,382,693

龚英宏 境内自然人 0.31% 1,380,0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前十名股东中，控股股东与其他股东之间不存在《上市公司股东

持股变动信息管理办法》中规定的一致行动人关系。其余股东未

知是否存在一致行动人关系。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明（如有）

公司股东葛凯通过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

账户持有公司股票 1,971,001股，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票
100,000股，合计持有公司股票 2,071,001股；公司股东林晓琳通
过东方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

票 1,325,000股，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票 90,000股，合
计持有公司股票 1,415,000股。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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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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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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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一）2016年上半年经营概述

2016年上半年，公司经济走势仍然不很乐观，下行压力仍然较大。主导产品竞争更加激

烈，国际市场占有率有所下降，主营业务盈利能力进一步降低。新产业发展虽对公司经营总

量有一定的贡献，但整体经营运行质量没有发生根本性转变，亏损额依然较大，影响了公司

整体的经营效果。报告期公司收入下滑，全年减亏控亏形势严峻、任务艰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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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3.83亿元，同比减少36.48%，实现利润总额-1.29亿元，比

去年同期减亏2900万元，同比增加18.35%。

截止2016年6月末，公司资产总额30.05亿元，负债总额16.85亿元，资产负债率56.08%。

报告期内，公司坚持以提高经营运行质量为中心，以提质增效为抓手，对外抓市场，对

内强管理，大力推进产品结构调整，鼓励和推进技术含量高、盈利能力强的产品的生产和销

售，进一步压缩和限制货款回收差、没有边际贡献、处于严重“失血”状态的产品的生产和

销售，尽力保持企业资金健康运转。同时，突出重点技术质量攻关，不断强化公司基础管理，

全力降低“两金”占用，坚决止住“出血点”，努力提高资金使用效率，按计划推进资产重组，

各项工作取得了一定成效。

1、以市场开拓为先导，推进产品结构调整，扩大中高端产品市场。

按照“一厂一策、一品一策”的方针，坚持以提高经营运行质量为中心，突出钽铌主业，

以市场引领产品结构调整。一是主导产品钽粉钽丝的市场份额在逐步恢复，与主要客户的订

单正在加紧落实；二是进一步稳定扩大钽铌制品的市场份额。高端材料国际询单增多，部分

材料的试用样品已顺利交付客户。积极主动参与国储招标，中标并签订了钽锭和铌锭的国储

订单。三是稳步推进钛材、电池、光伏等新产业。电池、光伏、研磨产品以去库存为重点，

积极扩大销售。四是超导、涂层紧跟军工配套项目转型换代。五是大力收缩贸易规模，严控

经营风险。

2、以技术创新为驱动，突出重点课题攻关，不断提高产品技术质量水平。

一是强力推进科研攻关和技术创新，重要课题均由一名公司领导担任总负责人。二是35

项公司级科研课题正按计划加紧实施，部分技术研究初步获得了客户的认可。三是加强项目、

专利、标准管理，积极组织申报国家科技部、自治区科技厅等部门项目，与多家企业、科研

机构进行对接，谋求和实现项目合作。四是强化运行控制，积极开展质量改进，对内审发现

的不符合项和需整改的问题进行了整改。

3、以两金占用为重点，加快资金周转速度，努力提高资金使用效率。

公司想方设法盘活存量，着力压控两金占用，从内部管理上要效益。一是对各单位存货

结构进行全面分析，制定各单位存货占用目标，同时，针对各生产单位原料在线现状，制定

并实施公司主要原料采购审批制度，规范原料申报、采购、审批流程，对存货占用起到明显

管控作用。二是强化资金预算管理，合理运用各种资金，努力降低筹资成本，防范财务风险

和外汇汇率风险。三是强化应收账款管理，建立了《公司应收账款专项清理方案》，制定各销

售单位应收货款风险抵押金制度，严格执行《客户信用管理及应收货款管理制度》，将监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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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控制和奖惩的措施细化到每一单不同账龄的管理上，做到“一单一对”、“到期即收”

的严格管理体系，全力控制货款风险。

4、以提质增效为抓手，不断精耕细作，努力挖掘内部成本潜力

公司成立了提质增效工作领导小组，制定了《提质增效工作方案》，确定了提质增效的关

键点、责任人和时间节点，将19条措施细化分解落实到具体的分厂、车间、班组、岗位、员

工，深入推进精细化管理，一是编制成本费用控制预算，逐项制定控制指标，出台详细考核

办法，对存货、产品单耗、直收率等逐月考核。二是细化原料采购审批制度，对各子分公司

原料采购统一管控，引进网上竞价采购平台，提高竞价采购比例，降低采购成本。三是加强

产品订单交付管理，提高了内转产品物料的及时性和针对性。

5、实施重大资产重组

因公司已经连续两年亏损，面临暂停上市及退市风险，公司及中色东方拟筹划重大资产

重组旨在通过重组扭转亏损局面，恢复持续经营能力。公司股票自2016年2月2日开市起停牌。

在停牌期间，公司完成了出售主业资产、置出非主业资产的审计评估工作，中介机构出具了

正式的审计评估报告,军工资产重组审批、各家银行贷款处置专项审计报告、财务顾问专项检

查等工作，并获得了国务院国资委正式的批复同意股权转让事宜。因标的公司在七月份时未

能按各中介机构要求提供全部核查资料，致使财务顾问没能按期提供正式重组报告书，经2016

年7月28日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全体董事审议通过了《关于终止筹划重大资产重组

暨公司股票复牌的议案》。公司股票于2016年7月29日开市起复牌。

（二）2016年下半年工作任务：

1、强抓提质增效

以提质增效工作为抓手和切入点，强化管理，提升效益，推进公司整体管理水平的提升。

一是通过订单拉动生产，加强生产组织，严控原料采购，严控单耗，配额供料。二是通过工

艺完善、装备改进、人员培训、工序转料控制等多种方式，努力抓好单耗（直收率）和总收

率的管理，同时提高各种钽铌物料的综合增值使用，降低产品成本，提高经济效益。三是加

强现场能源利用管理，严格能源统计考核，努力提高水、电、气、蒸汽能源使用效率。

2、全力开拓市场，不断提高产品市场占有率

公司要想方设法争取订单，巩固现有市场，重视大客户，珍惜小客户，紧抓市场每一个

机会，全方位扩大市场占有率。必须树立强烈的市场意识和质量观念。一是通过与钽粉钽丝

各大客户会谈，积极争取新的订单，努力扩大市场份额；二是钽铌产品要针对国内市场的激

烈竞争，全盘着手长远考虑，保证市场占有率；三是加快技术改进和新品开发，提高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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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证交货期，精益求精，持续改进，满足和超越顾客期望，进一步强化公司在钽铌行业的地

位和形象。

3、加强科技质量管理，促进技术进步和产品质量提升

充分发挥专业技术人员的创新积极性，建设一支结构合理、素质优良的创新人才队伍。

一是严格按照专业技术人员的考核和聘任制办法，做好2016年专业技术人员考核和聘任工作，

有效激励专业技术人员的工作积极性和创造性，实现企业与个人共同进步和成果共享。二是

加强科研攻关和协调，全力完成公司2016年35项科研课题目标，同时，以市场为导向，有针

对性做好2017年公司科研课题的选题立项，选准点、谋好局。三是做好项目推进验收和标准

工作。四是围绕公司生产线和用户市场反映较大技术质量问题，采取技术攻关、个别突破的

原则开展工作。五是以6S管理为载体，从“人机料法环”各环节，严格产品质量控制，强化

质量监督检查，切实解决质量异常问题。

4、压控两金占用，努力提高资金使用效率

一是强化生产关键、重点环节监控，合理布置生产任务，提高内转产品物料的及时性和

针对性。同时，做好存货占用量及金额统计分析，并及时进行通报、反馈，加大考核力度，

努力降低在线存货。二是严格原料采购审批，通过比质比价，保质保量按需适量采购，努力

降低采购成本。三是紧盯应收账款不放，根据公司应收账款专项清理工作方案，按照“谁的

业务谁负责”的原则，责任到人，奖惩到人，确保应收货款的降低。四是以内控管理为切入

点，进一步加强预算职能作用发挥，加强资金平衡计划与管控，全面强化费用控制，提高资

金管理与资源配置的结合度，做好事前资金管理与监督，确保资金安全。

5、继续推进海外资源开发，保证原料供应

钽铌资源是保证公司经营发展的一项重要任务。面对目前公司经营困境和压力，公司需

积极应对非洲政治和市场变化，克服困难，坚持从资源一线解决资源问题，拓展低成本供货

渠道。积极寻找钽铌资源开发的机会，尽可能核实海外资源的储量和品位，获得有效的勘探

报告，为进一步的资源开发合作提供有效的依据。

6、想尽一切办法，为公司扭亏脱困而努力。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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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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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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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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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报告期无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

（4）董事会、监事会对会计师事务所本报告期“非标准审计报告”的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