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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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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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期，公司不进行利润分配及公积金转增股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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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方稀土 600111 包钢稀土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姓名 余英武 

电话 0472-2207799  0472-2207525 

办公地址 
内蒙古自治区包头市稀土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黄

河大街83号 

电子信箱 cnrezqb@12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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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190,295,094.65 20,600,877,384.71 2.8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8,910,718,362.49 8,845,609,131.68 0.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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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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60,687,308.99 91,525,429.22 - 

营业收入 5,693,751,984.07 4,075,379,114.65 39.7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217,737,240.25 111,960,643.87 94.4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

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154,111,441.18 97,723,795.23 57.7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2.431 1.333 增加1.098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599 0.0308 94.48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599 0.0308 94.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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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1,089 

截止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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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包头钢铁（集团）有限

责任公司 
国有法人 30.00 1,089,921,219 0 质押 348,500,000 

包钢集团－国泰君安证

券－16包集 EB担保及

信托财产专户 

其他 8.92 323,940,000 0 托管 323,940,000 

嘉鑫有限公司 境外法人 8.62 313,008,153 0 质押 133,500,000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

责任公司 
国有法人 1.64 59,692,000 0 未知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境外法人 0.64 23,264,255 0 未知   

包头市钢兴实业(集团)

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

有法人 
0.50 18,000,000 0 质押 11,400,000 

中国工商银行－上证 50

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

投资基金 

其他 0.45 16,461,625 0 未知   

安洪刚 境内自然人 0.35 12,610,600 0 未知   

林素芳 境内自然人 0.21 7,487,300 0 未知   

吴刚 境内自然人 0.15 5,512,400 0 未知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1.前十名股东中，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包钢（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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团）公司和嘉鑫有限公司不属于《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

规定的一致行动人，不存在关联关系； 

2.前十名股东中，“包钢集团－国泰君安证券－16包

集 EB担保及信托财产专户”为公司控股股东包钢（集团）

公司以公司股票为标的非公开发行可交换公司债券，由其

债券受托管理人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开立的担保及

信托专用证券账户； 

3.除上述事项外，包钢（集团）公司与其他股东之间

无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

不详，是否属于《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规定的一致行

动人情况不详。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

量的说明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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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位:亿元  币种:人民币 

债券名称 简称 代码 发行日 到期日 债券余额 利率（%） 

中国北方稀土（集团）

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公开发行 2017 年公司

债券（第一期） 

17北方 01 143039 
2017年 

3 月 20日 

2022年 

3月 20日 
20 5 

中国北方稀土（集团）

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公开发行 2017 年公司

债券（第二期） 

17北方 02 143303 
2017年 

9 月 19日 

2022年 

9 月 19日 
16 5.12 

反映发行人偿债能力的指标： 

√适用□不适用  

主要指标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资产负债率 49.40   48.31   

 本报告期（1-6月） 上年同期 

EBITDA利息保障倍数 3.89   5.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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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逾期债项的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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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 年上半年，国际经济环境复杂多变，我国经济保持总体平稳、

稳中向好态势。受供求关系影响，稀土市场主要产品价格围绕上年末价位

整体呈小幅震荡走势，稀土行业运行总体平稳。面对复杂的发展环境，公

司深入贯彻党的十九大及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遵循“十三五”发展规划，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

基调，牢固树立新发展理念，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以“深化改革实现

高速度增长、创新驱动推动高质量发展”为工作主线，以思想解放、转变

观念为先导，在生产经营、改革管理、延伸产业链和科技创新等方面补短

板、强弱项、促提升，公司呈现加快做强做大的良好发展势头。 

报告期，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56.94 亿元，同比增长 39.71%；实现归

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2.18 亿元，同比增长 94.48%。 

1.强化生产运营管理，生产营销同比向好 

公司持续优化生产要素配置，完善以市场为导向的全产业链协同生产

体系，推进生产规模速度与质量效益协同发展。报告期内，公司在保证安

全生产和环保达标的前提下，严格按照国家稀土生产总量控制计划组产排

产，强化全面预算管理，加强考核力度，深化对标升级和降本增效，不断

优化经济技术指标，强化生产流程管控，提升产品品质。 

公司强化市场意识，加强预判研判，科学制定营销策略，稳定并积极

拓展营销渠道，根据市场形势调整销售结构，多渠道加大紧俏产品生产销

售力度，辅之以内产外购创新模式，持续提升产品市场占有率。充分发挥

下属国贸公司作用开展稀土及非稀土、有色金属等贸易，努力增加贸易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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扩大营收规模。生产与营销协同发力，提升了企业经济效益。 

2.全面深化改革，激发企业内生动力 

公司大力解放思想，全面深化改革，制定出台系列改革措施激发企业

发展活力和动力。一是创新经营机制，推动提质增效。借鉴混合所有制企

业灵活、开放的特点，深化干部人事制度、劳动用工制度、收入分配制度

改革，创新用工形式，加大激励惩罚，激发活力动力。二是优化组织机构，

理顺管理职能。公司按照整体产业规划及下一步重点方向，以“简政放权、

放管结合、优化服务”为原则，重新明确各部门管理职能，撤销物资供应

分公司，新设市场营销部，成立永磁电机事业部筹备组，为公司实现总体

战略目标提供组织保障。三是整合内部资源，推行事业部制。公司在稀土

冶炼分离、磁性材料、抛光材料、贮氢材料四个产业板块推行产品事业部

制试点，提高产业细分市场的集中度和控制权，加强板块内企业互促互进，

提升产业竞争力。四是优化公司治理，加强内部管理，争创行业一流。完

成董事会、监事会换届及董事会四个专门委员会成员调整，保证“三会”

高效合规运作。完成公司债券跟踪评级，公司主体长期信用等级及债券等

级上调至 AAA，为降低公司融资成本奠定了基础，提升了公司资本市场形

象；按时完成了公司债券（第一期）付息工作，维护了公司良好信用水平。

加强分子公司监督管理，按不同企业性质，成立以财务人员为核心的外派

高管工作组，定期开展集中检查。完成甘肃稀土工商变更，纳入公司集团

管理体系。 

3.加快项目建设与合资合作，延伸产业做大增量 

一是成立永磁电机事业部筹备组，加快推动筹备项目落地实施。出资

3600 万元与自然人王梁晨、无锡市德聚利科技有限公司合资组建江苏新

稀捷机电科技有限公司，发展稀土永磁电机产业。二是推进稀土医疗项目。

出资 5000 万元组建内蒙古稀宝通用医疗系统有限公司，并以新公司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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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在公司所属稀土医疗产业基地投资建设超导磁共振项目，打造西北地区

最具规模的综合医疗产业基地。三是加快自建项目建设，稳步推进华美公

司转型改造及萃取恢复工程、年产 5 万立方米稀土基脱硝催化剂项目和稀

土医疗产业基地项目。四是围绕产业做强做大开展资本运作。公司积极寻

求与包头市金属企业及优秀磁性材料企业合资合作机会，做强做大稀土功

能材料产业；在有色金属领域寻求与优秀企业合资合作。 

4.实施科技创新驱动，推动科研成果转化 

报告期内，公司持续健全科研管理体系，实施科技创新驱动，在产业

链延伸、节能环保、争取政策资金支持等方面取得良好效果。科研管理方

面，18 项科研成果获 2017 年度科技成果奖，其中，省部级 15 项；围绕

永磁电机、催化剂、冶金装备自控升级等领域启动 16 项重点科研课题。

“稀土工业萃取分离工艺挥发性有机化合物（VOCs）治理示范工程”获自

治区重大专项资金支持，项目首次在稀土行业提出并开展 VOCs 治理工程

建设，树立了行业标杆。“稀土产品精细智能制造项目”获转型升级试点

项目资金支持。积极争取“北方稀土信息化及稀土产品追溯体系建设项目”

“北方稀土 PVC稀土热稳定剂产业化项目”两个项目资金支持。起草完成

《绿色设计产品评价技术规范 烧结钕铁硼永磁材料》团体标准发布工作。 

5.加快环保工程改造，确保低碳绿色发展 

公司不断强化环保基础管理，持续提升环境体系运行水平。报告期内，

公司加快环保项目建设，废气治理方面，焙烧尾气脱硫治理项目正在进行

项目完善及尾气前端预处理净化工艺改造；废水治理方面，硫酸铵废水治

理项目加快实施产能提升改造，氯化铵废水治理项目已完成扩能改造；废

渣治理方面，正在积极协调新建放射性渣库工作。在中央环保核查“回头

看”期间，完成公司及所属子公司环保自查，确保公司低碳绿色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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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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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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董事长：赵殿清 

中国北方稀土（集团）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8年 8 月 23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