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厦门钨业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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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出席董事情况 

未出席董事职务 未出席董事姓名 未出席董事的原因说明 被委托人姓名 

董事 山根英雄 因公务无法出席 黄长庚 

董事 石力开 因个人事务无法出席 黄长庚 

董事 周闽 因公务无法出席 侯孝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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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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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厦门钨业 600549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许火耀 陈康晟 

电话 0592-5363856 0592-5363856 

办公地址 厦门市湖滨南路619号16层 厦门市湖滨南路619号16层 

电子信箱 600549.cxtc@cxtc.com 600549.cxtc@cxtc.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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427,800,237.41 15,499,544,221.89 12.4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资产 

6,725,360,096.85 6,489,175,663.90 3.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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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77,492,554.32 412,880,439.64 -288.31 

营业收入 6,180,563,649.83 3,499,392,514.47 76.6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 

453,044,660.47 68,423,480.10 562.1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 

402,485,601.55 19,109,165.28 2,006.24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

益率（%） 

6.7500 1.0300 增加5.72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

股） 

0.4189 0.0633 561.77 

稀释每股收益（元／

股） 

0.4189 0.0633 561.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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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3,7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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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福建省稀有稀土（集团）有

限公司  

国有法

人 

32.05 346,602,063 65,000,000 无   

五矿有色金属股份有限公

司   

国有法

人 

8.67 93,793,595   无   

日本联合材料株式会社  境外法

人 

7.68 83,073,500   无   

前海开源基金－浦发银行

－前海开源凯石定向增发

1号资产管理计划  

其他 3.00 32,500,000 32,500,000 无   

福建省投资开发集团有限

责任公司  

国有法

人 

2.40 26,000,000 26,000,000 无   

上海理顺投资管理合伙企 其他 2.40 26,000,000 26,000,000 质押 26,000,000 



业（有限合伙） 

陈国鹰 境内自

然人 

1.80 19,500,000 19,500,000 无   

南京高科股份有限公司 国有法

人 

1.80 19,450,776 13,000,000 无   

上海核威投资有限公司  国有法

人 

1.51 16,328,000   无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

任公司  

国有法

人 

1.26 13,677,200   无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

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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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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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经济延续复苏态势,公司主要产品需求回升,盈利改善。公司依照“调结构，增效

益；转机制，立新规；抓研发，破瓶颈”的年度工作方针及工作思路，努力改善经营管理，取得了

明显成效。2017 年 1-6 月，公司实现合并营业收入 61.81 亿元，同比增长 76.62%，实现归属于上

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4.53 亿元，同比增长 562.12%。 

1、公司主营钨产业方面，报告期钨精矿平均价格 7.23 万元/吨（含税，标矿），较年初增加

0.75 万元/吨，公司下属三家钨矿山企业盈利好转,实现归属母公司净利润 13,471.88 万元，同比增

加 7,115.65 万元；硬质合金深加工产品稳定发展，棒材、刀具、矿用合金、耐磨件及顶锤的产销

均有较好的表现，盈利继续保持增长的态势，2017 年上半年公司下属三家硬质合金公司实现营业

收入 171,956.20 万元，比上年同期增长 49.40%，实现归属母公司净利润 18,298.85 万元，同比增

加 9,348.84 万元。 



2、电池材料发展良好，锂电材料报告期实现销量 7,536 吨（其中钴酸锂 4,526 吨，三元材料

2,748 吨），比上年同期（5,391 吨）增长 39.79%；受益于低价钴原料库存、销量增加和产品涨价，

锂电材料盈利能力提升，公司下属厦钨新能源实现归属母公司净利润 11,543.53 万元。 

3、受国储收储、打黑以及环保巡查等因素的影响，报告期稀土产品价格呈上涨态势，稀土冶

炼业务盈利有所提升；磁性材料市场开拓取得突破，磁性材料上半年累计实现销量 1,014 吨，比

上年同期（730.56 吨）增长 38.84%；公司下属金龙稀土实现归属母公司净利润 2,762.18 万元。 

4、房地产业务方面，报告期出售库存商铺和漳州项目二期住宅，公司下属厦门滕王阁实现归

属母公司净利润 9,455.81 万元。 

公司分行业经营情况如下： 

单位：元 

分行业 营业收入 营业成本 毛利率（%） 

营业收入比

上年增减

（%） 

营业成

本比上

年增减

（%） 

毛利率

比上年

增减

（%） 

钨钼等有色

金属 

       

2,965,236,029.70  

    

2,099,253,886.53  

                

29.20  

                  

41.03  

          

31.22  

             

5.29  

稀土业务 
         

747,943,750.92  

      

682,906,533.88  

                 

8.70  

                  

83.30  

          

98.62  

            

-7.04  

电池材料 
       

1,785,015,541.33  

    

1,401,491,333.69  

                

21.49  

                 

116.17  

          

80.16  

            

15.70  

房地产及配

套管理 

         

429,455,700.98  

      

212,142,641.73  

                

50.60  

                 

712.07  

         

329.54  

            

43.99  

报告期，公司重点做好以下工作： 

1、全面实施产品事业部制。推动九江金鹭、洛阳金鹭产品事业部的实施工作，完成跨公司业

务的经营管理委托，健全了配套的运营管理规则。 

2、按照成本效率优先、战略指引优先的原则，调整各生产基地的产品结构。 

3、健全激励机制，报告期，针对降成本、销售和技术成果等方面，制定和实施相应的激励措

施。 

4、组织实施厦钨重点科研项目和重大科研专项，上半年累计完成 12 项重点科研项目验收。 

5、深化混合所有制试点，制定了《厦钨混合所有制实施细则》。 

6、实施限制性股票股权激励工作，于 7 月 27 日完成激励对象的股票登记工作。 

下半年主营业务预计发展趋势： 

1、钨业务方面：在环保日趋严格的情况下，钨矿复产较困难，钨精矿供给难于释放，预计钨

精矿价格将小幅上涨，钨冶炼及粉末产品由于下半年需求相比上半年少了补库存因素，预计需求

相对上半年有所减少；硬质合金深加工产品产销预计保持稳定发展。 

2、稀土业务方面：随着国家加大稀土打黑力度及国储收储影响，预计稀土产品价格将会上涨，

预计公司下半年稀土业务盈利有所改善。 



3、电池材料方面；预计产销继续保持增长的态势，但在上游原材料涨价、下游汽车厂商要求

电池降价的两头挤压下，同时公司前期采购的低价原材料库存在上半年基本消耗完毕，预计电池

材料下半年盈利能力将下降。 

4、房地产业务方面：公司房地产主要销售漳州项目二期尾盘，预计下半年业绩贡献较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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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