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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0962                           证券简称：东方钽业                           公告编号：2019-011 

宁夏东方钽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年度报告摘要 

一、重要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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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者应当到证监会指定媒

体仔细阅读年度报告全文。 

除下列董事外，其他董事亲自出席了审议本次年报的董事会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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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姜滨 董事 出差 丁华南 

王凡 独立董事 出差 何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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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东方钽业 股票代码 0009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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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秦宏武 党丽萍 

办公地址 宁夏石嘴山市大武口区冶金路 宁夏石嘴山市大武口区冶金路 

传真 0952-2098562 0952-2098562 

电话 0952-2098507 0952-2098563 

电子信箱 zhqb@otic.com.cn zhqb@otic.com.cn 

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一）公司所从事的主要业务、主要产品及其用途 

公司主要从事稀有金属钽、铌、铍、钛及合金等的研发、生产、销售和进出口业务。目

前已形成钽金属及合金制品、铌金属及合金制品、铍合金材料、钛金属及合金材料、光伏材

料和能源材料六大类产品。上述产品被广泛应用于电子、通讯、航空、航天、冶金、石油、

化工、照明、原子能、太阳能等领域。 

公司行业地位稳定，具有较强的市场竞争优势。公司与美国、德国、日本、韩国等国际

主要钽铌电容器制造商建立了广泛的合作关系。钽、铌及其合金制品等系列产品多次荣获“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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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贸易出口名牌”、“中国名牌产品”称号。 

（二）公司主要经营模式 

1、采购模式：原辅料一般由采购部直接负责采购；部分原材料由采购部负责组织各业务

单位完成独立采购。 

2、生产模式：公司拥有独立的生产系统、辅助生产系统和配套设施，独立进行产品的生

产。 

3、销售模式：公司各业务单位有专门的销售团队从事市场开发和产品销售工作，销售部

负责对市场和销售工作进行宏观管控。 

4、科研开发模式：由公司技术部组织各生产科研单位独立进行科研开发。 

报告期内公司主要经营模式无重大变化。 

（三）主要的业绩驱动因素 

1、战略驱动因素：从追求经营规模的企业战略转向追求效益的经营战略，建立了以提高

经营运行质量为中心、以提质增效为抓手的经营计划。 

2、结构驱动因素：逐步优化和调整产业结构，大力推进技术含量高、市场前景好、盈利

能力强的金属材料产业，重点维护技术质量相对稳定、收入贡献较大、市场相对明确的传统

钽铌产业，妥善地收缩货款回收差、边际贡献低、亏损严重的问题产业。 

3、管理驱动因素：对外抓市场，对内强管理，积极推进技术进步和质量提升，严格控制

各类风险，保证资金运转正常，使公司逐步走向健康发展的轨道。 

4、技术驱动因素：以公司科技发展战略为指导，坚持创新提质，持续提升公司的自主研

发能力。加快推进高比容钽粉、高端钽铌制品等关键技术的研究，重点开展钽粉的重大技术

质量攻关项目。 

（四）报告期内发生的重大变化 

公司2018年11月9日召开的七届十一次董事会会议和2018年11月28日召开的公司2018 年

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分别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资产置换及对外投资暨关联交易方案>的议

案》、《关于公司拟签署<资产置换协议>的议案》及《关于公司拟签署<业绩承诺及补偿协议>

的议案》。公司拟以截至评估基准日（2018年2月28日）经评估确认的钛材分公司、光伏材料

分公司、研磨材料分公司、能源材料分公司以及公司位于大武口区工业园区的相关公辅设施

等相关资产及负债（以下简称“置出资产”），与中色东方所持有的截至评估基准日经评估确

认的西材院28%的股权（以下简称“置入资产”）二者中的等值部分进行置换。依据评估机构

出具的资产评估报告显示，公司拟置出的资产价值高于拟置入的西材院28%股权价值，由中色

东方向公司以现金方式支付差额部分。 

2018年11月30日，公司资产置换交割完成，剥离了相关产业，不再从事铍合金材料、钛

金属及合金材料、光伏材料和能源材料产品的研发、生产。 

（五）报告期内公司所属行业的发展阶段、周期性特点以及公司所处的行业地位等 

2018年，经济全球化遭遇波折，世界经济增速放缓，特别是中美经贸摩擦给企业生产经

营带来不利影响，未来走势存在不确定，消费和投资下滑使钽铌行业的发展难以在短期内复

苏。 

    公司是国家高新技术企业，是国内最大的钽、铌产品生产基地、科技先导型钽、铌研究

中心；公司行业地位稳定，50多年的发展沉淀，使公司拥有钽铌全系列产品，形成完整的产

品链体系，形成公司核心竞争力。在行业内产品具有较强的市场竞争力，市场占有率高。在

钽铌产业研发投入、科技创新，钽铌产品的分析检验、行业标准的制定等方面在国内发挥了

不可替代的作用。中国有色金属工业协会钽铌分会办事机构设在东方钽业，公司是“国际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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铌研究中心(TIC）”执行委员单位。公司在引领钽铌产业的发展，在国家钽铌产业发展战略的

制定方面，承担重要的责任，发挥积极的作用。 
 

3、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1）近三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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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溯调整或重述原因 

其他原因 

 2018 年 
2017 年 

本年比

上年增

减 

2016 年 

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后 调整前 调整后 

营业收入（元） 1,095,458,919.50 945,074,614.04 945,057,241.82 15.91% 871,137,228.14 871,137,228.1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元） 
29,885,298.31 -380,023,225.05 -380,023,225.05 107.86% 29,004,856.59 29,004,856.5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

利润（元） 

19,808,289.04 -397,009,925.76 -397,009,925.76 104.99% -328,540,668.57 -328,540,668.57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量净额（元） 
62,446,461.86 235,960,759.14 235,960,759.14 -73.54% 343,067,398.53 343,067,398.53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678 -0.8621 -0.8621 107.86% 0.0658 0.0658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678 -0.8621 -0.8621 107.86% 0.0658 0.0658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2.68% -29.34% -29.34% 32.02% 1.98% 1.98% 

 2018 年末 
2017 年末 

本年末

比上年

末增减 

2016 年末 

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后 调整前 调整后 

总资产（元） 1,808,452,987.48 2,043,014,710.14 2,043,014,710.14 -11.48% 2,821,044,193.51 2,821,044,193.5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资产（元） 
1,129,129,888.50 1,105,457,318.48 1,105,457,318.48 2.14% 1,484,726,787.59 1,484,726,787.59 

（2）分季度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人民币元 

 第一季度 第二季度 第三季度 第四季度 

营业收入 239,575,271.77 277,933,620.62 301,291,039.55 276,658,987.5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28,978,421.89 9,524,391.24 22,764,845.70 26,574,483.2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30,605,896.90 6,935,237.04 21,021,298.87 22,457,650.03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1,581,062.19 18,410,974.80 35,035,558.72 -2,581,133.85 

上述财务指标或其加总数是否与公司已披露季度报告、半年度报告相关财务指标存在重大差异 

□ 是 √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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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股本及股东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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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期末普

通股股东总

数 

42,082 

年度报告披露

日前一个月末

普通股股东总

数 

40,371 

报告期末表决

权恢复的优先

股股东总数 

0 

年度报告披露日

前一个月末表决

权恢复的优先股

股东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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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色(宁夏)东

方集团有限

公司 

国有法人 45.80% 201,916,800 0 质押 20,000,000 

中央汇金资

产管理有限

责任公司 

国有法人 2.91% 12,827,300 0   

章高通 
境内自然

人 
0.58% 2,573,751 0   

葛凯 
境内自然

人 
0.50% 2,183,576 0   

王武海 
境内自然

人 
0.37% 1,651,825 0   

李珠凤 
境内自然

人 
0.37% 1,623,600 0   

黄敏 
境内自然

人 
0.36% 1,571,650 0   

欧海鹰 
境外自然

人 
0.32% 1,396,100 0   

张静 
境内自然

人 
0.30% 1,329,520 0   

罗娜 
境内自然

人 
0.22% 990,270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

行动的说明 

前十名股东中，控股股东与其他股东之间不存在《上市公司股东持股变动信息管理办法》

中规定的一致行动人关系。其余股东未知是否存在一致行动人关系。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

况说明（如有） 

公司股东章高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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票

2,573,751 股，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票 0 股，合计持有公司股票 2,573,751 股；公司

股东葛凯通过广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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票 1,471,001

股，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票 712,575 股，合计持有公司股票 2,183,576 股；公司股

东王武海通过国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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票 540,800 股，

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票 1,111,025 股，合计持有公司股票 1,651,825 股。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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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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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以方框图形式披露公司与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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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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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报告期内公司总体经营情况 

2018年，面对国内经济增速放缓，有效投资增长乏力，钽粉钽丝传统产业竞争加剧、新

产业持续亏损等诸多挑战和压力，公司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

党的十九大、十九届二中、三中全会精神，按照董事会制定的2018年实现扭亏为盈目标任务，

公司以推进资产重组、回归主业为方向，以提质增效、瘦身健体为抓手，坚持抓重点、抓难

点、抓关键，真抓实抓，落实各项工作任务，经营运行质量全面提升。 

公司实现营业收入10.95亿元，同比增长15.91%。利润总额3,030.93万元。出口额8,495

万美元，其中，新品实现销售2,482万美元。 

截止2018年12月末，公司资产总额18.08亿元，负债总额6.75亿元，资产负债率37.32%。 

（二）报告期内公司的主要工作 

 1、突出主业精准施策，市场竞争力显著增强，实现全面盈利 

公司坚持以提高经营运行质量为中心，实行“一厂一策、一品一策”的营销方针，突出

钽铌主业，更加注重成本与利润的对比核算，更加注重客户的差别需求，全力以赴开拓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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努力获取有质量的市场订单。 

一是深耕主导产品，销量再创新高。公司根据产品特点，加大与重点电容器客户的高层

互动，合理制定营销策略，及时调整产、供、销节奏，深耕主导产品市场，钽粉、钽丝和钽

铌制品等常规产品的销量、收入和利润均有显著提高。 

二是瞄准高端市场，需求大幅提升。大力开发技术含量高、市场前景好、盈利能力较强

的金属材料产品市场。全力开拓高温合金添加剂、电光源、超导材料、光学用靶材等产品，

在确保老客户市场份额的基础上，成功开发多家新客户。 

2、打赢提质增效、瘦身健体攻坚战。 

一是瘦身健体卓有成效。在公司董事会统一领导下，启动公司资产重组工作,积极与上级

部门及交易各方就本次资产重组工作反复探讨、沟通，确定了《资产置换及对外投资暨关联

交易方案》。将东方钽业所属的钛材分公司、光伏材料分公司、研磨材料分公司、能源材料分

公司以及公司位于大武口区工业园区的相关公辅设施等相关资产及负债（以下简称“置出资

产”），与中色东方所持有的西材院28%的股权进行置换。 

西材院是我国唯一的铍材科研生产基地，资产质量较高，持续盈利能力较强。收购西材

院28%股权，有利于公司进一步布局稀有金属研发、生产。资产置换后，公司各项资源集中于

钽铌主业，有助于加快转型升级和结构调整力度，公司资产质量得到有效改善，增强了公司

的资本实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同时享受对应的投资收益，极大地改善公司的业绩状况。 

二是提质增效成效显著。持续优化生产工艺，加快处理废料废渣，加强废料综合利用，

盘活资金。系统推进“降单耗，提收率”工作，全面引入竞价及议价机制，提高议价能力。

通过工艺改进、修旧利废、削峰填谷等措施，节约资金。 

3、注重品质改进创新，技术实力稳步提升 

一是持之以恒抓科研。2018年公司设立科研项目44项，新立29项，结转15项，开题率100%。 

二是精准发力抓改进。以问题为导向，重点瞄准客户关注的重复性质量问题，设立10个

质量攻关项目。 

三是针对提高产品成材率、降低单耗、设备改进等方面存在的问题，共开展17项QC课题。

实行月度汇报、季度总结、严格考核的管理机制。钽丝分厂烧结班组、湿法分厂分解班组获

全国优秀质量信得过班组，分检中心光谱QC小组、钽粉分厂中高压QC小组获有色行业优秀质

量管理小组。 

4、严控“两金”防范风险，多措并举持续加强 

紧盯 “两金（存货、应收账款）”压控目标，及时跟踪“两金”占用情况，定期进行对

比分析，查找上升的原因，严控“两金”占用。 

一是合理控制存货占用。按照公司下达的存货占用考核指标，合理细化月产量计划，严

格按订单组织生产，控制备料数量，减少产成品的积压；着力提升各生产单位废料消化及处

置能力，提高产品成材率，降低废料占用；发挥海外公司的桥头堡作用，密切关注原料价格

变化，降低采购成本。 

二是规范压降应收账款。严格执行应收账款管理办法和赊销客户信用等级管理办法，完

善应收账款长效机制，控制风险敞口。 

三是强化货币资金管理。高度重视并积极做好金融机构融资授信工作，公司12月末银行

贷款余额5.4亿元，较年初压缩2亿元。紧盯汇率走势，规避汇率波动风险。 

5、规范管理提高效能，夯实基础行稳致远 

一是抓实内控制度管理。二是抓实流程审批管理。三是抓实人力资源管理。四是抓实绩

效考核管理。突出利润考核，突出“两金占用”考核。五是抓实科技工作管理。六是抓实质



宁夏东方钽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年度报告摘要 

7 

量控制管理。七是抓实设备工程管理。八是抓实证券法务管理。九是抓实对外投资管理工作。

十是抓实保密工作。 

6、坚守红线绿色发展，安全环保形势平稳 

    公司牢固树立“安全环保”红线意识，不断深化重大危险源、中高度风险、重要环境因

素的专项治理，狠抓隐患排查、责任落实、健全管理制度和完善监管，保持了安全环保形势

的总体平稳。 

2、报告期内主营业务是否存在重大变化 

□ 是 √ 否  

3、占公司主营业务收入或主营业务利润 10%以上的产品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产品名称 营业收入 营业利润 毛利率 
营业收入比上

年同期增减 

营业利润比上

年同期增减 

毛利率比上年

同期增减 

钽铌及其合金

制品 
774,028,758.67 163,185,784.50 21.08% 30.01% 110.83% 8.08% 

钛及钛合金制

品 
110,060,289.35 -12,697,487.57 -11.54% -30.78% 28.71% -0.33% 

能源材料 151,391,834.58 12,524,377.88 8.27% 37.78% 169.18% 4.04% 

碳化硅 13,208,554.59 3,744,291.73 28.35% -25.54% 112.12% 202.45% 

其他 23,247,510.76 -1,853,625.26 -7.97% -38.39% 91.85% 52.28% 

4、是否存在需要特别关注的经营季节性或周期性特征 

□ 是 √ 否  

5、报告期内营业收入、营业成本、归属于上市公司普通股股东的净利润总额或者构成较前一报告期发生

重大变化的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6、面临暂停上市和终止上市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7、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1）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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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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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报告期无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 

（3）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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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