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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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尹文新 董事 工作原因 钟景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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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东方钽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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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秦宏武 党丽萍 

办公地址 宁夏石嘴山市大武口区冶金路 宁夏石嘴山市大武口区冶金路 

电话 0952-2098507 0952-2098563 

电子信箱 zhqb@otic.com.cn zhqb@otic.com.cn 

2、主要财务数据和财务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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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17,508,892.39 463,822,881.69 11.5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19,454,030.65 -95,353,361.61 79.6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23,670,659.86 -101,088,095.25 76.58% 

1 



宁夏东方钽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益的净利润（元）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29,992,036.99 154,915,345.64 -80.64%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441 -0.2163 79.61%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441 -0.2163 79.61%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77% -6.63% 4.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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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6,182,110.81 2,043,014,710.14 -1.3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1,087,730,102.10 1,105,457,318.48 -1.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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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8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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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质押 20,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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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股东章高通通过东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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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33,251 股，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票 0 股，合计持有公司股票 2,533,251 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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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71,001 股，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票 670,875 股，合计持有公司股票 2,141,876
股；公司股东王武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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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股票

1,525,200 股，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票 108,225 股，合计持有公司股票 1,633,4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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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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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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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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报告期内公司总体经营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在董事会的领导下，以推进资产重组、回归主业为方向，以瘦身健体、

提质增效为抓手，全面落实各项工作任务,经营运行质量稳步提升，钽铌主业产品经营状况持

续好转，公司业绩比去年同期有较大改善。 
2018年1-6月份,公司实现营业收入5.18亿元，同比增长11.57%。净利润-1,911万元,同比减

亏7,599万元。出口额2.03亿元，其中，新品实现销售7,973万元。 
截止2018年6月末，公司资产总额20.18亿元，负债总额8.51亿元，资产负债率45.88%。  
（二）报告期内公司的主要工作 
1、打好提质增效、瘦身健体攻坚战，扭亏减亏工作见成效 
2018年上半年，公司全面部署“提质增效 瘦身健体”攻坚战，坚持抓重点、抓难点、抓关

键，真抓实抓，全力以赴推动扭亏减亏各项措施落实落地。 
2、加大市场开发，深耕主导产品，市场竞争力进一步增强 
公司根据产品特点，加大与重点客户的开拓力度，合理制定营销策略，及时调整产、供、

销节奏，深耕主导产品市场。大力开发技术含量高、市场前景好、盈利能力较强的金属材料

产品市场，取得良好实效。 
3、加快技术进步，注重产品质量，创新能力不断增强 
一是加快推进技术进步工作。2018年公司设立科研项目44项，新设立课题29项，结转课

题15项，项目开题率为100%。 
二是持续做好质量攻关工作。针对产品在客户端存在的质量问题成立攻关专项，定期召

开专题推进会。针对提高产品成材率等方面，实行月度汇报、季度总结、严格考核的管理机

制。 
4、加强内部管理，提升管理水平，综合管理成效显著 
一是抓实内部控制管理。公司对内控管理体系文件进行了修订，持续改进包括质量管理、

安环体系在内的管理制度。 
二是抓实绩效考核管理。公司与各单位签订《2018年单位组织绩效及负责人经营业绩考

核责任书》，以利润指标为考核重点，以加强公司内部管理为导向，严格考核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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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是抓实成本费用管理。各单位牢牢把握降本增效这条主线，抓住关键环节推进提质增

效工作。 
5、坚持绿色发展，杜绝安全隐患，安全环保工作平稳有序 
在安全管理方面，逐级签订安全生产目标责任书，层层分解和传递安全压力；排查问题

隐患，督促整改到位。组织员工进行职业健康体检。积极开展“安全生产月”宣传教育活动。

在环境治理方面，坚持问题导向，成立环保项目管理小组，狠抓环保治理项目的整改，整改

工作按计划推进，实现废水、废气、废渣的达标排放。 
（三）2018年下半年工作任务： 
下半年公司将继续深入落实年度经营计划，调结构，强主业，不断提升主业经营绩效，

全面推动公司生产经营管理再上新台阶，完成全年各项指标任务。 
1、坚决打赢扭亏脱困攻坚战，走出高质量发展之路。 
公司要精准把握扭亏脱困的关键环节和难点所在，通过扩大销售、提高产品质量、降低

各项费用、强化考核与激励等举措，全方位实施，多层面推进，实现扭亏脱困。 
2、着力打好市场开拓攻坚战，激发高质量发展活力。 
一是整体布局主导产业，巩固前期良好成果。加大与重点客户的战略合作力度，尽快确

定后期采购意向。加快新产品攻关工作，使新产品早日进入市场，提高公司的综合竞争力。 
二是重点开发国内客户，有效调整市场结构。抢抓机遇，重点开发国内市场，扩大客户

群体，提高产品销售额，增强公司抗风险能力。 
3、坚决打好质量提升攻坚战，厚植高质量发展优势。 
一是将质量控制落实到位。深入实施质量提升工程，牢固树立“精益求精 持续改进”的理

念，加大现场监督检查力度，强化质量管理体系有效运行。加快推进现场目视化色标管理，

实现生产现场精细化管理。细化、优化、固化产品生产工艺，严格工艺变更管理，提高综合

质量保证能力。 
二是加快推进科研项目实施。要按阶段开展进度检查、评审和跟踪验证工作，促进科研

项目按阶段计划实施。 
4、着力打好管理提升攻坚战，夯实高质量发展基础 
一是完善制度管理。坚持体系化、规范化、标准化的原则，按照公司内控体系的要求，

继续对现行各项制度进行系统梳理，优化管理流程，为各项工作提供全面、系统执行依据。 
二是加强目标管理。充分发挥《2018年单位组织绩效及负责人经营业绩考核责任书》的“指

挥棒”和“风向标”作用，引领公司向高质量发展目标迈进。要强化考核结果运用，推动形成奖

优罚劣的激励约束机制。 
    三是抓好安全环保管理。安全环保责任重于泰山。要时刻保持高度警惕，严守红线和底线。

定期、持续地开展隐患排查治理工作，强化安全防范措施，实现安全风险的全局性防控。要

广泛组织开展安全生产培训教育，不断提高员工安全意识和安全技能。要坚持问题导向，健

全完善各类环保设施，加强环保设施的运行、维护检查，不断加大节能减排力度，积极做好

污染物排放与治理，严格控制各类环境风险，实现公司安全、绿色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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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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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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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