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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夏东方钽业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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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姜滨 董事 外地学习 丁华南

尹文新 董事 工作原因 钟景明

何雁明 独立董事 公务出差 李耀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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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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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业收入（元） 304,121,900.13 517,508,892.39 -41.2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2,923,638.37 -19,454,030.65 115.0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元）
-5,565,607.55 -23,670,659.86 76.49%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138,740,733.97 29,992,036.99 362.59%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066 -0.0441 114.97%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066 -0.0441 114.97%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0.26% -1.77% 2.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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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84,095,414.09 1,808,452,987.48 -6.8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1,132,348,443.07 1,129,129,888.50 0.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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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3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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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色(宁夏)东
方集团有限

公司

国有法人 45.80% 201,916,80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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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

郑文宝 境内自然人 0.71% 3,140,596 0

章高通 境内自然人 0.58% 2,573,651 0

葛凯 境内自然人 0.38% 1,696,001 0

王武海 境内自然人 0.37% 1,651,825 0

李珠凤 境内自然人 0.37% 1,623,600 0

黄敏 境内自然人 0.36% 1,571,650 0

胡乾眷 境内自然人 0.28% 1,239,000 0

刘云 境内自然人 0.27% 1,176,80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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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股东郑文宝通过兴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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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70,396股，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票 270,200股，合计持有公司股票 3,140,596
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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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73,65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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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73,65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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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5,000股，合计持有公司股票 1,696,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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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40,800股，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票 1,111,025股，合计持有公司股票 1,651,825
股。



宁夏东方钽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9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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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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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期内总体经营情况

2019 年公司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不忘“产业报国”之初心和

使命，坚定发展信念，保持战略定力，按照董事会制定的经营目标与工作部署，聚焦主业、

突出创新,狠抓市场开拓、持续推进提质增效、强化基础管理，进一步巩固扭亏成果，改善盈

利能力，经济运行质量不断提升，推进公司实现高质量发展。

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30,412 万元，利润总额 385 万元，实现经营性净现金流 13,874 万元。

截至 6月末，公司资产总额 16.84 亿元，资产负债率为 32.46%。

（二）报告期内公司的主要工作

1、坚持市场为先，稳扎稳打，巩固市场地位

上半年，面对复杂多变的国际市场环境，公司坚持市场为先理念，分析把握形势，及时

调整营销策略，在稳固传统主导产品市场的前提下，大力做好市场开拓工作。

一是公司主导产品钽丝销量增长，巩固了市场根基地位,贡献突出。

二是拓宽新市场，公司在高温合金添加剂产品、化工防腐产品、合金铸锭产品、超导产

品前瞻布局，份额提升，亮点突出，前景广阔，为今后的稳定增长提供了坚实基础和保障。

2、坚持创新驱动，突出重点，提高技术质量

公司坚持创新驱动发展，进一步强化技术质量基础管理工作，细化过程管理，紧盯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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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点问题，久久为攻，取得了积极成效。

一是强化基础管理，加大科研投入。结合近年来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公司修订完善

了科研管理、工艺管理考核办法及过程变更等管理制度，尝试在新技术研发过程中推行多部

门联合技术攻关的模式，有效提升技术创新的水平与质量；

二是细化完善体系，推进质量提升。2018 年公司实施资产置换后，今年及时对质量管理

体系文件进行了换版，进一步细化了控制流程，修订完善了《质量管理考核办法》。

3、保持战略定力，深化改革，激发内生动力

上半年，公司把稳舵向，保持战略定力，以深化改革为抓手，激发内生动力。

一是制定“四个一批”方案，明确发展方向。结合公司中长期发展规划，对公司全级次

参控股企业制定了本企业“四个一批”工作方案。

二是激励放权相结合，用活用好绩效考核“指挥棒”。全面推广 2018 年绩效试点成果，

创新绩效管理思路，强化关键绩效指标激励力度，通过调整绩效工资总额管理模式、督促各

单位建立完善内部考核体系等办法加大基层单位考核自主权，进一步提高广大干部职工工作

积极性和自主性。

4、持续推进提质增效，多措并举，强管理固成果

一是持续推进提质增效工作。持续优化生产工艺，加快处理废渣废料，加强废料综合回

收利用，盘活资金。

二是细化完善设备管理工作。进一步细化完善设备维护保养制度，督促各使用单位建立

设备维修及保养规程。

三是系统推进节能降耗工作。综合运用经济、技术和必要的行政手段，强化和落实责任

考核，确保取得实实在在的节能效果。

四是多措并举强化资金管控。

1）优化融资结构，降低融资成本。公司积极筹划银行授信相关事宜，积极争取授信贷款，

减少担保费用。截止 6月末公司银行贷款余额 3.95 亿元，利息支出同比减少 535 万元，有效

降低资金使用成本。

2）规避汇率波动风险，减少汇兑损失。

五是做好“两金”管控工作。针对各单位存货结构、科学排产，细化管理。对逾期应收

账款及时了解、查找原因、控制风险，抓好清收工作，严格落实“两金”压降目标。

六是积极争取财税政策支持。

七是深挖潜力降低采购成本。根据“以销定产，以产定采”的原则，按照“两金”压控

的总体要求，对生产线和库存的原料数量实现实时监控，将库存控制在合理的水平。紧密跟

踪原料市场变化，采用积极灵活的采购策略，国内国外并举保证原辅材料的供给，确保了生

产需要的同时，千方百计降低采购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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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坚持绿色发展，安全环保，形势总体平稳

一是强化制度建设。按照“党政同责，一岗双责，失职追责”的要求，修订了《安全生

产目标管理考核办法》，《签订《安全目标责任书》，层层对安全生产目标进行了分解，确保责

任到人。

二是狠抓隐患排查。公司制定了隐患排查治理方案，组织综合检查、整改。扎实开展重

大危险源专项整治。强化中高度风险现场监督管理，消除了潜在的安全隐患。加强了消防安

全隐患治理。加强危险作业的安全监管。

公司牢固树立“安全环保”红线意识，不断强化安全环保意识，落实整改方案，安全生

产标准化有效运行，安全文化建设和事故防范能力进一步得到加强，安全环保形势总体平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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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财政部于2019年4月30日发布了《关于修订印发2019年度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通知》（财会

[2019]6号）（以下简称“财务报表格式”），执行企业会计准则的企业应按照企业会计准则和该通知的要求

编制2019年度中期财务报表和年度财务报表及以后期间的财务报表。

根据该通知，公司对财务报表格式进行了调整，将“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拆分列示为“应收票据”

和“应收账款”两个项目，将“应付票据及应付账款”拆分列示为“应付票据”和“应付账款”两个项目。

公司相应追溯调整了比较期间报表。上述财务报表格式的修订对公司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无影响。

2）财政部于2017 年发布了修订后的《企业会计准则第 22 号——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企业会计

准则第 23 号——金融资产转移》、《企业会计准则第 24 号——套期会计》、《企业会计准则第 37 号——

金融工具列报》（上述四项准则以下统称“新金融工具准则”），并要求境内上市公司自2019 年1月1 日起

施行。

本公司已经根据新的企业会计准则的要求编制财务报表，对可比期间的比较数据进行调整。

对可比期间的财务报表列报项目及金额的影响如下：

列报项目 2018年12月31日列报金额（元） 影响金额（元） 2019年01月01日经重列后金额（元） 备注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12,100,000.00 -12,100,000.00 -
其他非流动金融资产 12,100,000.00 12,10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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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