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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重要提示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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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者应当到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等中国证监会指定媒体上仔细阅读年度报告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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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喜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本公司出具了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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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公司 2018 年度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26,614.00 万元，加上以前年度未分

配利润-47,497.62万元，公司未分配利润累计-74,111.62万元。因尚未弥补完前期亏损，董事会

建议 2018年度不进行分红，也不进行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 

 

二 公司基本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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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晟有色 600259 ST有色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潘文皓 王俊杰 

办公地址 广州市天河区林和西路157号保利中

汇广场A栋31-32楼 

广州市天河区林和西路157号

保利中汇广场A栋31-32楼 

电话 020-87705052 020-87705052 

电子信箱 gsys87226381@163.com gsys87226381@163.com 

 

2 报告期公司主要业务简介 

    （一）主要业务 

公司属于有色金属采矿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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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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属贸易业务。主营业务范围为：有色金属（含稀有稀土金属）矿采选与贵金属矿采选项目的投资

及管理；有色金属（含稀有稀土金属）冶炼、贵金属冶炼；有色金属合金制造、有色金属压延加

工；有色金属产品的收购、加工和销售等。 

（二）经营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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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理合规地指导所属企

业开展生产。公司总部实行统一管控，加强所属生产企业的营销管理，建立了钨矿产品统购统销

制度和稀土产品销售报批制度，促进销售效益提升。所属企业开展包括钨矿、稀土矿及其他金属

的原料采购、生产、产品销售、产品研发以及贸易经营业务，实现经营目标。公司全资子公司进

出口公司主要开展稀土及其他有色金属等贸易业务，发挥贸易渠道优势。 

（三）行业情况 

我国稀土和钨的储量和产销量均居世界前列，同时稀土和钨又均属于国家实行保护与限制开

采的稀缺矿产资源，是国家战略性矿产，多年来国家一直实行生产总量控制指标调控。 

（1）稀土行业 

稀土是战略稀缺资源，独特的物理和化学性质使其具有许多其他元素所不具备的光、电、磁

特性，其在改造升级传统产业和培育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被誉为“工

业味精”，对改善产品性能、增加产品品种、提高科技含量、提高生产效率起到了巨大的作用，被

广泛应用于电子信息技术、先进制造业、生物工程、新能源、新材料、节能环保等战略性新兴产

业领域。 

报告期内，国家先后颁布了《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市场准入负面清单》，继续扶持稀土

行业发展，加大对外开放力度，放开冶炼分离外商投资限制，适度放开对稀土开采项目的限制，

支持稀土大集团对枯竭矿山进行资源接续，有助于稀土行业优胜劣汰，提升行业经营质量，巩固

稀土行业关键基础材料的地位。工信部多次联合其他部委持续加强稀土行业秩序整顿，对稀土开

采、冶炼分离、资源综合利用、流通、出口等环节实现全覆盖：先后检查地方政府整顿督查工作

部署落实、稀土企业政策落实、举报线索查处等情况；加大对重点资源地和矿山动态督查力度，

坚决依法取缔关闭以采代探、无证开采、越界开采、非法外包等违法违规开采稀土矿点，没收违

法所得，彻底清理地面设施；督促稀土大集团每年按时公示其所属正在生产的稀土矿山名单和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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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冶炼分离企业名单，接受社会监督；健全完善稀土产品追溯系统和稀土专用发票产品目录，做

到全流程监管。此外，中央通过环保督察“回头看”行动，加强对稀土违法违规开采生产的监督

管理，取得较好效果。整体看来，稀土违法违规行为得到一定遏制，稀土市场秩序有所改善。 

（2）钨行业 

钨是战略稀缺资源，熔点高、硬度强，具有卓越的高温机械性能、导电性和导热性，被称为

“工业食盐”，广泛用于军事、机械、电子、电力、金属加工、采矿等领域。我国钨矿储量在全球

探明的钨矿产资源储量中占比近 61%。 

报告期内，钨行业供需较为平稳，随着国家对钨行业加强安全环保监督、开征环境保护税、

划定红线区等措施，钨矿开发管理力度不断增强，钨市场历经三年多低迷走势，逐渐回归理性价

位，钨矿企业盈利能力增强。 

总的来说，2018 年，受经济下行、去杠杆迈入深水区、中美贸易摩擦等宏观经济形势的不利

影响，稀土产品下游领域需求增长放缓，价格持续低迷，全年整体稀土产品供过于求，行情偏弱。

钨行业供需较为平衡，价格相对稳定。未来，随着我国“一带一路”建设、京津冀协同发展、长

江经济带发展、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等重大战略的不断推进，以及“中国制造 2025”规划纲要的实

施，建设若干国家级制造业创新平台和一批智能制造示范项目，组织实施重大技术改造升级工程，

启动工业强基、绿色制造、高端装备和新能源等一大批重大工程，作为国家战略资源的稀土和钨

也将迎来新的发展机遇。 

3 公司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3.1 近 3 年的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2018年 2017年 

本年比上年 

增减(%) 
2016年 

总资产 3,751,931,941.08 4,351,209,135.93 -13.77 4,431,382,353.02 

营业收入 2,410,719,135.28 5,495,230,981.09 -56.13 4,161,956,502.67 

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净利

润 

-266,140,025.28 20,480,409.64 -1,399.49 26,319,963.64 

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扣除

-319,914,363.75 -37,606,000.40 不适用 -183,099,308.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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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经常性损益

的净利润 

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净资

产 

1,680,781,392.21 1,953,916,810.16 -13.98 1,931,622,751.39 

经营活动产生

的现金流量净

额 

88,205,141.46 241,452,372.37 -63.47 -419,171,192.24 

基本每股收益

（元／股） 

-0.88 0.07 -1,357.14 0.10 

稀释每股收益

（元／股） 

-0.88 0.07 -1,357.14 0.10 

加权平均净资

产收益率（%） 

-14.64 1.05 减少15.69个百

分点 

4.02 

 

3.2 报告期分季度的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第一季度 

（1-3 月份） 

第二季度 

（4-6 月份） 

第三季度 

（7-9 月份） 

第四季度 

（10-12 月份） 

营业收入 601,846,677.08 542,321,365.31 446,516,303.97 820,034,788.9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 
3,511,162.29 -33,649,061.69 -105,074,704.73 -130,927,421.1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后的净利润 

-23,006,925.13 -61,473,329.53 -106,926,094.31 -128,508,014.78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50,161,739.23 -57,493,470.55 -77,797,190.73 273,657,541.97 

季度数据与已披露定期报告数据差异说明 

□适用  √不适用  

4 股本及股东情况 

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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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止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46,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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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末的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44,732 

截止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0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0 

前 10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全称） 

报告期内

增减 

期末持股数

量 

比例

(%) 

持有有限售

条件的股份

数量 

质押或冻结

情况 股东 

性质 股份 

状态 

数

量 

广东省广晟资产经营

有限公司 

0 129,372,517 42.87 13,235,724 无   国有法

人 

国华人寿保险股份有

限公司－传统一号 

0 14,641,288 4.85 14,641,288 未知   未知 

刘益谦 0 7,620,497 2.52 7,620,497 未知   境内自

然人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

限责任公司 

0 6,919,500 2.29 0 未知   国有法

人 

上海珺容投资管理有

限公司－珺容战略资

源 1号基金 

0 2,928,257 0.97 2,928,257 未知   未知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中证 500交

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

投资基金 

1,039,900 1,693,793 0.56 0 未知   未知 

龚灏洋 1,497,700 1,497,700 0.50 0 未知   境内自

然人 

中国东方资产管理股

份有限公司海南省分

公司 

0 1,400,000 0.46 0 未知   未知 

李雪红 780,000 1,330,000 0.44 0 未知   境内自

然人 

杨和清 363,186 1,323,886 0.44 0 未知   境内自

然人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

说明 

上述股东中，刘益谦系国华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的董事长。

除此之外，公司未知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属于



7 

一致行动人。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

数量的说明 

无 

 

4.2 公司与控股股东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的方框图 

√适用  □不适用  

 
 

4.3 公司与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的方框图 

√适用  □不适用  

 

 

三 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1 报告期内主要经营情况 

2018年，国家通过持续开展稀土行业违法违规整顿专项行动、环保督查“回头看”等措施整

治行业秩序，覆盖稀土开采、冶炼分离及流通各环节，行业已逐步规范化。但稀土行业低迷状态

未有明显改善，稀土产品市场结构失衡，主要产品供过于求，产品价格持续低迷，行业面临较大

困境，且公司以离子型稀土开采、冶炼分离业务为主，产业结构单一，抗风险能力较弱；钨产业

方面，随着钨矿资源逐步枯竭、品位下降、开采成本攀升，盈利能力不足。以上因素叠加导致公

司生产经营遇到了较大困难，陷入大额亏损的境地。为此，公司新任管理团队以问题为导向，以

实干为标杆，凝心聚力、找准内因、积极应对。着力加强内部管控和风险防范，推行降本增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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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强市场管理，全力减亏止损，同时推进重组大宝山公司相关工作，积极谋划增加新的利润增长

点。 

报告期内，公司主要开展的工作如下： 

（1）持续强基固本，提升资源保障能力 

一是顺利完成新丰左坑二期稀土资源勘探工程，两期探获可观的稀土矿资源量，已在国土资

源部成功备案。二是顺利完成红岭公司白钨探矿工程，共探获钨矿资源（WO3 金属量）6.4万吨，

扭转了钨矿储量日益减少的不利局面，增强公司钨矿资源竞争力。三是华企公司稀土矿山扩界整

合工作推进良好，将力争获得自然资源部颁发的扩界新采矿证。 

（2）加强成本管控，强化现金资产管理 

一是严格加强费用管控，控制管理费用的支出，三项期间费用同比大幅下降。二是实施大宗

辅料集中招标采购，多渠道采购稀土原料，实施稀土分离企业盐酸、液碱等辅料采购招投标工作。

进一步降低原材料及辅料采购成本。三是升级改造稀土冶炼分离工艺，着力降低生产成本。四是

加强现金资产管理，加强应收账款和预付款管理，加速营运资金回笼，控制资金风险，同时利用

经营过程中暂时闲置的资金办理结构性存款业务，增加收益。 

（3）拓展融资渠道，加强资金保障工作 

报告期内，公司以资金计划为抓手，在抓好内部资金盘活的基础上，进一步拓展融资渠道，

确保资金链稳健。一是制订详细、可操作性强的短、中、长资金滚动计划，对重要资金安排制订

多套方案，确保资金流无缝对接。二是对到期贷款制订多套预备方案，确保按期还贷，防止发生

债务风险。三是拓展融资渠道，力争扩大授信规模。四是推进并购贷款，为重组筹集资金。 

（4）筹划资产重组，开辟新的业务版图 

公司拟以现金或发行股份等方式收购大宝山公司控制权。大宝山公司为多金属矿矿山开采企

业，铜硫矿保有资源储量丰富，本次交易完成后将有利于增加上市公司新的利润增长点，增强公

司未来盈利能力。目前重大资产重组正在有序推进中，公司以及相关中介机构将尽职尽责，积极

推进此项工作。 

（5）坚持稳字当头，确保安全环保无忧 

公司贯彻年初制定的关于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常态化刚性要求，将工作重心下移，狠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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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管理，从严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不断提升安全生产和环境保护的保障能力，实现了全年无

生产安全和消防安全工亡事故、无重大环境污染事故、无群体新增职业病的目标。同时，积极开

展企业矛盾纠纷排查，全力做好重大活动及节假日期间维稳工作，及时消除不稳定因素，确保了

企业安全稳定的良好局面。 

 

2 公司对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变更原因及影响的分析说明 

√适用□不适用  

财政部于 2018 年 6 月 15 日发布了《财政部关于修订印发 2018 年度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

的通知》（财会（2018）15 号）以及《关于 2018 年度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有关问题的解读》，

对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进行了修订。 

本公司执行上述规定的影响如下： 

会计政策变更的内容和原因 审批程序 备注(受重要影响的报表项目名称和金额) 

资产负债表中，将“应收票据”和“应收

账款”重分类至新增的“应收票据和应

收账款”中，比较数据进行相应调整。 

不适用 本期列示 “应收票据和应收账款 ”金额

209,241,155.95 元；上期列示“应收票据和

应收账款”金额 433,284,396.30 元。 

资产负债表中，将“应收利息”、“应收

股利”重分类至“其他应收款”中。 

不适用 不影响同期对比数据 

资产负债表中，将“固定资产清理”重

分类至“固定资产”中，比较数据进行

相应调整。 

不适用 本期列示“固定资产”金额 298,460,124.08

元 ； 上 期 列 示 “ 固 定 资 产 ” 金 额

305,480,018.10 元。 

资产负债表中，将“工程物资”重分类

至“在建工程”中。 

不适用 不影响同期对比数据 

资产负债表中，将“应付票据”和“应付

账款”重分类至新增的“应付票据和应

付账款”中，比较数据进行相应调整。 

不适用 本期列示 “应付票据和应付账款 ”金额

249,587,256.52 元；上期列示“应付票据和

应付账款”金额 569,606,777.31 元。 

资产负债表中，将“应付利息”、“应付

股利”重分类至“其他应付款”中，比较

数据进行相应调整。 

不适用 本 期 列 示 “ 其 他 应 付 款 ” 金 额

109,376,418.03 元；上期列示“其他应付款”

金额 98,407,546.69 元。 

资产负债表中，将“专项应付款”重分 不适用 不影响同期对比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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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至“长期应付款”中，比较数据进行

相应调整。 

利润表中，将“管理费用”项下的“研发

费用”单独分拆出来，比较数据进行相

应调整。 

不适用 本期管理费用减少 6,426,015.99 元，研发

费用增加 6,426,015.99 元；上期管理费用

减少 9,461,616.30 元 ,，研发费用增加

9,461,616.30 元。 

利润表中，在财务费用项目下分拆“利

息费用”和“利息收入”明细项目，比较

数据进行相应调整。 

不适用 本期列示“利息费用”金额 81,316,481.03

元，“利息收入”金额 8,999,250.57 元；上

期列示“利息费用”金额 92,617,067.14 元，

“利息收入”金额 9,924,060.84 元。 

 

3 公司对重大会计差错更正原因及影响的分析说明 

□适用√不适用  

 

董事长：吴泽林         

广晟有色金属股份有限公司       

2019年 3月 28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