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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简称：广晟有色   证券代码：600259  公告编号：临 2017-024 

  

广晟有色金属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上海证券交易所问询函的回复及复牌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

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点内容提示： 

一、风险提示 

1.市场波动风险 

今年以来，受稀土“打黑”、环保督察及国家收储等政

策影响，稀土氧化物主要产品价格出现不同程度上涨。但由

于稀土行业政策未发生重大变化，稀土市场供需局面未发生

根本性改变，产品价格上涨持续性存在较大不确定性，敬请

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2.二级市场交易风险 

截至 2017 年 8 月 9 日收盘时，公司股票价格为 58.79 元

/股，与 2016 年 12 月 30 日收盘价 42.49 元/股相比，涨幅达

38.86%；动态市盈率 2580.44，市净率 9.18，总市值 177.4

亿元。与同行业公司相比，公司市盈率偏高，且达到近两年

高位，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3.原材料上涨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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鉴于公司稀土开采指标与分离指标不匹配，部分稀土原

材料需要对外采购，随着原材料价格的上涨，可能会推动生

产成本的上升，进而影响公司盈利水平。 

4.公司半年度业绩亏损风险 

经财务部门初步测算，预计公司 2017 年 1-6 月份经营业

绩将出现亏损，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净利润为-3,300 万

元左右，与去年同期相比，减亏 6,790 万元。具体数据以公

司披露的半年度报告为准。 

二、复牌提示 

按照相关规定，经向上海证券交易所申请，公司股票将

于 2017 年 8 月 14 日开市起复牌。 

 

一、问询函回复情况 

广晟有色金属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17 年 8 月 9 日收到上海证券交易所《关于对广晟有色金属

股份有限公司近期经营业绩相关事项的问询函》（上证公函

[2017]2088 号）。现就问询函中的相关问题逐一回复如下： 

问题 1：上半年，稀土主要产品价格均大幅上涨，而公

司盈利状况未有明显改善，仍亏损 3300 万元左右。请公司

结合行业变化、上游供给、下游需求及自身的产能利用和产

品构成情况，分析说明公司业绩与主要产品价格走势及同行

业公司业绩出现一定程度分化的原因及合理性。 

回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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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主要从事钨矿采选和稀土矿开采、冶炼分离、深加

工以及有色金属贸易业务。主要代表品种是氧化镝、氧化铽、

氧化镨钕、氧化钇、氧化铕等。 

今年上半年，稀土行业市场受“打黑”、环保督察及国

家收储等因素的影响，部分稀土产品价格企稳回升，其中氧

化镨钕、氧化铽涨幅居前，但其他部分稀土品种产品价格仍

处低位徘徊，尤其是中重稀土代表品种氧化镝价格持续走低。 

随着国家“打黑”行动的深入开展、环保督察等政策因

素，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稀土矿产品的供应。但稀土行业政

策未发生重大变化，稀土行业下游需求没有明显增长，行业

整体经营环境未发生重大变化。公司严格按照国家下达的稀

土开采和稀土分离生产总量控制计划组织生产，没有超指标

生产，今年以来公司产能利用率有所提高，稀土矿和稀土分

离产品的产量同比有一定幅度增长，产品中氧化镝产值占比

25%左右。加上 2016 年底公司氧化镝库存较多，但今年上半

年氧化镝价格较年初不升反降。 

2017 年上半年，公司预计经营业绩将出现亏损，实现归

属于上市公司股东净利润为-3,300 万元左右，与去年同期相

比，减亏 6,790 万元，公司经营业绩有所改善。公司业绩亏

损的主要原因如下： 

1.资产负债率高，财务负担重。截至 2017 年 6 月底，公

司资产负债率为 58.5%左右，高于同行业平均水平，公司财

务利息支出大，上半年共发生财务费用 4000 万元左右。 

截至 3月底 

资产负债率 

北方稀土 盛和资源 厦门钨业 五矿稀土 

45% 43% 49%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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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产业结构单一，产业链不完善，盈利能力差。公司核

心支柱产业是稀土和钨，产业结构单一，产品附加值低。稀

土产业链中，稀土分离环节占比最高，稀土开采指标与分离

指标不匹配，部分稀土矿原料仍需要外部采购，上半年由于

原材料价格的上涨，也推动了公司生产成本的上升，影响公

司盈利情况。毛利较高的稀土开采以及稀土深加工环节占比

低、规模小。同时，公司未涉及稀土和钨之外其他行业经营，

整体盈利能力受限。 

3.公司所属钨矿企业规模小，开采历史久，资源品位低，

安全环保投入大，整体生产成本不断攀升。加上近年来钨矿

产品价格持续下滑，尽管今年上半年钨矿价格出现小幅上涨，

但价格仍处于低位，公司所属钨矿企业生产成本与销售价格

严重倒挂，导致钨矿企业全部出现亏损。 

鉴于此，公司 2017 年上半年经营业绩与同行业其他企业

相比，出现一定分化。 

问题 2：请公司就市盈率、市净率、市值规模等，与同

行业公司进行比较分析，并结合公司当前的生产经营和市场

变化情况，说明盈利能力的可持续性，并进行充分的风险揭

示。 

回复： 

1.截至 2017 年 8 月 9 日收盘时，公司股票价格为 58.79

元/股，与 2016 年 12 月 30 日收盘价 42.49 元/股相比，涨幅

达 38.86%；市盈率 2580.44，市净率 9.18，总市值 177.4 亿

元。同行业板块情况具体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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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简称 

股票代码 

2017 年 8 

月 10 日 

收盘价 

2016 年 12

月 30日 

收盘价 

股价涨

幅

（%） 

动态 

市盈率 
市净率 

总市值 

（亿元） 

广晟有色

（600259） 
58.79 42.49 38.36 2580.44 9.18 177.4 

盛和资源

（600392） 
26.03 13.33 95.27 272.71 7.45 351.4 

厦门钨业

（600549） 
33.52 22.02 52.23 40.20 5.37 364.2 

五矿稀土

（000831） 
17.18 12.14 41.52 506.03 8.43 168.5 

北方稀土

（600111） 
20.02 12.27 63.16 244.20 8.73 727.3 

（备注：上述部分数据来源于东方财富） 

与同行业公司相比，公司市盈率偏高，且达到近两年高

位，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2.随着国家工信部等八部委联合打击稀土违法违规专项

行动深入推进，行业秩序得到进一步规范，企业经营环境得

到一定改善。但由于稀土市场供需局面未发生根本性改变，

产品价格上涨持续性存在较大不确定性，公司经营业绩仍存

在不确定性，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问题 3：近期，工信部下达第二批稀土生产总量控制计

划，稀土行业“打黑”、环保督察及收储力度均有所增强。

请公司分析说明上述政策对公司生产经营可能产生的具体影

响。 

回复： 

1.稀土生产总量控制计划的影响 

公司的稀土及钨业务严格按照国家工信部下达的生产总

量控制计划组织生产经营。2017 年，公司共获得稀土矿开采



6 

指标 2100 吨，获得稀土分离产品指标 5594 吨，基本与去年

持平。短期内来看，工信部不会增加相应的指令性指标。 

2.稀土行业“打黑”的影响 

2016 年下半年以来，稀土“打黑”专项行动稳步推进，

力度逐步增强。2017 年 6 月底，工信部稀土办公室成立整顿

稀土行业秩序专家组进行专项督查整治，首次将六大稀土集

团纳入管控范围内。 

随着“打黑”、环保督察等政策收紧，稀土行业发展环

境将得到持续改善。在一定程度上遏制黑色产业链的生存空

间，减少非法稀土产品对市场的冲击，有利于规范行业秩序，

改善公司经营环境。 

3.环保督察的影响 

公司始终坚持“预防为主、防治结合、综合治理”的环

保方针，切实履行国有企业的环保社会责任，依法合规开展

各项生产经营。环保督察对业内非法企业或环保不达标的企

业进行整治，一定程度上减少了稀土产品的供给，对合法合

规开展生产经营企业具有一定积极影响。 

4.收储的影响 

国家对稀土产品开展收储有利于缓解供需矛盾，稳定市

场价格。自 2016 年末以来，国家进行了多次收储，对企业生

产经营有一定的积极影响。 

二、风险提示 

1.市场波动风险 

今年以来，受稀土“打黑”、环保督察及国家收储等政

策影响，稀土氧化物主要产品价格出现不同程度上涨。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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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稀土行业政策未发生重大变化，稀土市场供需局面未发生

根本性改变，产品价格上涨持续性存在较大不确定性，敬请

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2.二级市场交易风险 

截至 2017 年 8 月 9 日收盘时，公司股票价格为 58.79 元

/股，与 2016 年 12 月 30 日收盘价 42.49 元/股相比，涨幅达

38.86%；动态市盈率 2580.44，市净率 9.18，总市值 177.4

亿元。与同行业公司相比，公司市盈率偏高，且达到近两年

高位，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3.原材料上涨风险 

鉴于公司稀土开采指标与分离指标不匹配，部分稀土原

材料需要对外采购，随着原材料价格的上涨，可能会推动生

产成本的上升，进而影响公司盈利水平。 

4.公司半年度业绩亏损风险 

经财务部门初步测算，预计公司 2017 年 1-6 月份经营业

绩将出现亏损，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净利润为-3,300 万

元左右，与去年同期相比，减亏 6,790 万元。具体数据以公

司披露的半年度报告为准。 

三、复牌提示 

按照相关规定，经向上海证券交易所申请，公司股票将

于 2017 年 8 月 14 日开市起复牌。 

特此公告。 

 

广晟有色金属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七年八月十二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