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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0962                           证券简称：东方钽业                           公告编号：2022-013 

宁夏东方钽业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年度报告摘要 

一、重要提示 

本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年度报告全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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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体仔细阅读年度报告全文。 

除下列董事外，其他董事亲自出席了审议本次年报的董事会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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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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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传真 0952-2098562 0952-2098562 

电话 0952-2098563 0952-20985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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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一）公司所从事的主要业务、主要产品及其用途 

公司主要从事稀有金属钽、铌、铍及合金等的研发、生产、销售和进出口业务。目前已

形成钽金属及合金制品、铌金属及合金制品等系列产品。上述产品被广泛应用于电子、通讯、

航空、航天、冶金、石油、化工、照明、原子能、太阳能等领域。 

公司行业地位稳定，具有较强的市场竞争优势。公司与美国、德国、日本、韩国等国际

主要钽铌电容器制造商建立了广泛的合作关系。钽、铌及其合金制品等系列产品多次荣获“对

外贸易出口名牌”、“中国名牌产品”称号。 

（二）公司主要经营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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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采购模式：原辅料一般由采购部直接负责采购；部分原材料由采购部负责组织各业务

单位完成独立采购。 

2、生产模式：公司拥有独立的生产系统、辅助生产系统和配套设施，独立进行产品的生

产。 

3、销售模式：公司各业务单位有专门的销售团队从事市场开发和产品销售工作，销售部

负责对市场和销售工作进行宏观管控。 

4、科研开发模式：由公司技术部组织各生产科研单位独立进行科研开发。 

    报告期内公司主要经营模式无重大变化。 

3、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1）近三年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单位：元 

 2021 年末 2020 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

减 
2019 年末 

总资产 1,648,378,896.64 1,524,364,598.75 8.14% 1,645,241,166.1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1,301,919,802.77 1,214,455,405.93 7.20% 1,168,234,016.39 

 2021 年 2020 年 本年比上年增减 2019 年 

营业收入 794,733,397.19 676,442,241.91 17.49% 601,068,722.7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88,317,740.05 49,313,340.99 79.10% 41,161,217.2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76,797,287.93 23,762,537.11 223.19% 19,141,021.19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43,196,551.36 -6,893,503.92 726.63% 229,961,922.43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2003 0.1119 79.00% 0.0934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2003 0.1119 79.00% 0.0934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7.02% 4.13% 2.89% 3.58% 

（2）分季度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元 

 第一季度 第二季度 第三季度 第四季度 

营业收入 203,349,678.01 202,765,156.01 206,045,688.85 182,572,874.3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5,630,769.09 50,035,773.10 27,310,218.51 -4,659,020.6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14,390,895.49 48,714,249.45 26,182,314.70 -12,490,171.71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42,711,587.33 34,041,009.61 14,855,464.65 -48,411,510.23 

上述财务指标或其加总数是否与公司已披露季度报告、半年度报告相关财务指标存在重大差异 

□ 是 √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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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股本及股东情况 

（1）普通股股东和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数量及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

通股股东总

数 

52,667 

年度报告披露

日前一个月末

普通股股东总

数 

50,119 

报告期末表决

权恢复的优先

股股东总数 

0 

年度报告披露日

前一个月末表决

权恢复的优先股

股东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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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记或冻结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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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0,000 

郑文宝 境内自然人 4.03% 17,747,200 0   

陈国玲 境内自然人 0.57% 2,500,600 0   

西安天厚滤清技术有

限责任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0.57% 2,491,065 0   

王武海 境内自然人 0.49% 2,153,025 0   

胡乾眷 境内自然人 0.41% 1,823,900 0   

孙洪贵 境内自然人 0.34% 1,517,301 0   

李广欣 境内自然人 0.31% 1,350,000 0   

庄小华 境内自然人 0.28% 1,232,856 0   

郑春铨 境内自然人 0.28% 1,213,2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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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845,400 股，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票 8,901,800 股，合

计持有公司股票 17,747,200 股；公司股东陈国玲通过东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票 2,496,900 股，通过普通证券账户

持有公司股票 3,700 股，合计持有公司股票 2,500,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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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63,600 股，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票 589,425 股，合计持有公司股

票 2,153,025 股。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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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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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以方框图形式披露公司与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 

 

5、在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存续的债券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三、重要事项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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