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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167         证券简称：东方锆业          公告编号：2018-059 

广东东方锆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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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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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东方锆业 股票代码 0021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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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吴锦鹏 赵超 

办公地址 广东省汕头市澄海区莱美路宇田科技园 广东省汕头市澄海区莱美路宇田科技园 

电话 0754-85510311 0754-85510311 

电子信箱 jpwu002167@orientzr.com zhaochao@orientzr.com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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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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减 

营业收入（元） 306,896,416.77 329,296,709.76 -6.8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13,904,087.30 15,713,016.99 -11.5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元） 
12,486,842.11 15,762,239.58 -20.78%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297,669,038.03 48,868,377.59 509.12%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2 0.03 -33.33%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2 0.03 -33.33%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33% 1.45% -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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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61,063,521.79 2,974,465,012.74 -10.5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1,047,141,557.43 1,036,412,376.45 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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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3,4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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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核工业

集团公司 
国家 15.66% 97,210,818 97,210,818   

陈潮钿 境内自然人 10.87% 67,500,000  质押 67,460,300 

青岛国信金

融控股有限

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2.38% 14,755,120    

丁湘莹 境内自然人 1.24% 7,730,200    

华宝信托有

限责任公司

－“辉煌”77

号单一资金

信托 

其他 1.03% 6,387,900    

张泽纯 境内自然人 1.00% 6,224,450    

宋美君 境内自然人 0.62% 3,830,000    

郑潇潇 境内自然人 0.60% 3,754,901    

陈兵 境内自然人 0.53% 3,307,036    

蔡奕飞 境内自然人 0.45% 2,765,852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

动的说明 
公司未知其他前十名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知是否属于一致行动人。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

说明（如有） 

公司股东丁湘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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份

7,730,200 股，合计持有公司 7,730,200 股。 

公司股东张泽纯通过中信建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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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份 6,199,450 股，合计持有公司 6,199,450 股。 

公司股东宋美君通过中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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份

3,830,000 股，合计持有公司 3,830,000 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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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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1）公司债券基本信息 

债券名称 债券简称 债券代码 到期日 债券余额（万元） 利率 

广东东方锆业

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2012 年

公司债券 

12 东锆债 112110 2019 年 10 月 08 日 11,606.07 7.46% 

（2）公司报告期末和上年末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万元 

项目 本报告期末 上年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末增减 

资产负债率 62.11% 66.42% -4.31% 

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EBITDA 利息保障倍数 2.12 2.01 5.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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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期内，公司所从事的主要业务未发生重大变化。东方锆业是专业从事锆及锆系列制

品的研发、生产和经营的重点高新技术企业，公司产品包括锆矿砂、硅酸锆、氯氧化锆、电

熔锆、二氧化锆、复合氧化锆、氧化锆陶瓷结构件及海绵锆八大系列共一百多个品种规格；

应用领域涵盖核电能源、特种陶瓷、生物陶瓷、光通讯器件、固体燃料电池、航天领域、电

子陶瓷、人造宝石、陶瓷色釉料、高级耐火材料等诸多新材料、新工业行业。 

公司20年来，一直秉承着“做强做大，做精做细”的发展策略，不断延伸、拓展产业链，完

善产业链，截至目前，公司成为国内锆行业中技术领先、规模居前，最具核心竞争力和综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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竞争力的知名企业，更是全球锆产品品种最齐全的制造商之一，主要产品如下： 

上游产品：锆矿砂作为锆行业的起点，锆产业链的源头，其质量、品位直接影响到下游

产品的品质、制造成本。优质的矿砂资源不仅保证了下游产品的优劣，而且保证了其下游产

品较低的原料成本。国内的锆矿资源较为贫瘠，生产所需的矿砂主要来自国外，公司一直致

力于在世界范围内寻找优质锆矿，为后续产业链环节奠定良好基础，提供坚实的质量保障，

同时彰显公司在行业中的龙头地位。 

中游产品：硅酸锆主要用于玻璃添加剂、卫生洁具、墙地砖等陶瓷用釉料；电熔锆主要用于

陶瓷色釉料、耐火材料、锆化工、玻璃、冶金、铸造、电子元器件以及生产工业级海绵锆；

氯氧化锆为绝大多数锆化合物的基础材料，应用于纺织、皮革、橡胶添加剂、金属表面处理

剂、涂料干燥剂、耐火材料、陶瓷、催化剂、防火剂等；二氧化锆应用于精密陶瓷、电子元

器件、玻璃添加剂、陶瓷色釉料、人造宝石、耐火材料、抛光材料等；复合氧化锆适用于制

造各类结构陶瓷、电子陶瓷、生物陶瓷、光通讯器件、机械部件、切削工具、陶瓷手表配件、

氧传感器以及固体燃料电池等。 

下游产品：氧化锆结构件主要包括人造宝石、陶瓷刀具、陶瓷光纤、陶瓷手表、氧化锆

特种陶瓷阀门、陶瓷磨介、固体氧燃料电池、智能手机背板等；工业级海绵锆主要应用于航

空航天、冶金电子、合金添加剂、耐腐蚀设备、吸气剂等；核级海绵锆主要运用于核电站的

核反应堆中，作为核燃料的包壳、格架、端塞和其它堆芯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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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报告期无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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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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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东方锆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董事长：吴锦鹏                  

     

                                                   

                                                  二○一八年八月二十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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