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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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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ww.sse.com.cn 网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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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准确性、

完整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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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本公司2021年度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13,908.71 万元，加上以前年度未分配

利润-68,201.08万元，公司未分配利润累计-54,292.38万元。因尚未弥补完前期亏损，董事会建议

2021年度不进行分红，也不进行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 

 

第二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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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赵学超 王俊杰、张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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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20-87073456 020-87073456 

电子信箱 gsys@gsysgf.com gsys@gsysgf.com 

 

2 报告期公司主要业务简介 

（一）所处行业的基本情况 



我国是全球稀土资源储量最大的国家，稀土矿主要分布在内蒙古、江西、四川、湖南、广东

等地，具有“南重北轻”的分布特点，其中中重稀土主要分布在江西和广东，轻稀土主要分布在

内蒙古。稀土作为我国战略稀缺资源，被誉为现代工业的“维生素”，是发展新兴产业和国防军工

不可或缺的关键元素。 

中国稀土行业在 2011 年以前，基本属于无序开采阶段，国家对稀土资源开采尚未出台保护措

施，黑稀土肆意猖獗，私采盗挖、违规买卖生产的情况时有发生。2014 年，工信部发布《大型稀

土企业集团组建工作指引》，以集团形式开始整合全国稀土矿山和冶炼分离企业，形成了中铝公司、

中国五矿、北方稀土、南方稀土、广东稀土集团、厦门钨业六大集团的稀土产业格局，行业格局

进一步规范，稀土行业逐渐往集团化方向发展。2015 年以来，国家工信部联合多个部委先后发布

了《关于组织开展打击稀土违法违规行为专项行动的函》、《整顿以“资源综合利用”为名加工稀

土矿产品违法违规行为的通知》、《十二部门关于持续加强稀土行业秩序整顿的通知》多个关于整

顿稀土行业秩序的文件，经过国家多年对稀土行业的“打黑”、环保督察等一系列专项整治行动，

稀土行业秩序不断提高。报告期内，国内稀土行业的基本面已经发生根本性变化，在黑稀土出清，

稀土开采冶炼严格按照配额管控下供给有序。在“双碳”政策下，新能源汽车、风力发电等产业

的高速发展下，稀土永磁材料需求旺盛。稀土行业将迎来更加广阔的发展空间。 

公司作为广东稀土集团的唯一上市平台，拥有开采和冶炼分离的指标。同时，公司实际控制

广东省内仅有的 2 本在采稀土采矿证，旗下控制广东省内 3 家稀土矿山企业，4 家稀土分离厂及 1

家稀土金属加工厂，控股 2 家并参股了 2 家稀土永磁材料生产企业，具备 15 种稀土元素全分离能

力。因此，公司在产业链、资源储备及研发能力方面均具有较强竞争力。公司将充分结合上市公

司平台优势与广东稀土集团的战略优势，推动资源整合，不断做实做强稀土产业链，提高公司盈

利能力，巩固公司产业地位。 

报告期内，稀土价格整体表现迅速回暖。主要是由于稀土市场供需格局改变，供应紧张状态

延续，加之下游产业快速发展，供应增速不及预期，环保核查企业停减产，各地限电潮，生产开

工不稳等因素导致。疫情影响下，缅甸矿进口不足，导致稀土现货持续紧缺，市场库存快速消耗，

价格持续推涨。 

（二）新公布的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行业政策对所处行业的重大影响 

2021 年 1 月 15 日，随着《稀土管理条例》征求意见稿的出台，除了整合以往出台的稀土政

策，明确以国务院为主建立稀土管理机制，协调解决稀土管理重大问题，并规定稀土的管理、行

业规划等相关政策都需要由国务院参与并批准。这一系列的举措都是为了进一步加强产业链的监

督管理，对稀土的开采、冶炼进行严格管控。这意味着稀土的供应量将持续受到限制，稀土的价

值将得到体现。2021 年 12 月 23 日，中国稀土集团正式成立，中国稀土行业将进一步往集团化的



方向发展，行业集中度进一步提升，国内稀土资源议价权进一步加强。 

（一）主要业务 

公司主要从事稀土矿开采、冶炼分离、深加工以及有色金属贸易业务，生产产品包括稀土精

矿、混合稀土、稀土氧化物、稀土金属、稀土永磁材料等。 

（二）主要产品及用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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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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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生产的稀土氧化物具体细分产品及产品用途如下： 

主要产品 产品用途 

氧化镝 
氧化镝为白色或淡黄色粉状固体，镝是制备稀土超磁致伸缩材料铽镝铁合金

（Terfenol Alloy）的必需元素。 

氧化铽 

氧化铽为棕褐色粉状固体，主要应用于三基色荧光灯、投影电视、X 射线增感屏、

电致发光材料、等离子平面显示器、生物荧光探针等绿色荧光材料，用于激光和

光电子器件的法拉第旋光隔离材料钕铁硼永磁合金添加剂、超磁致伸缩材料、磁

光材料、有色金属添加剂等。 

氧化钕 

氧化钕为淡紫色粉状固体，主要应用于永磁电动机、发电机、核磁共振成像仪、

磁选机、磁力起重、仪器仪表、液体磁化、磁疗设备等等，已成为汽车制造、通

用机械、电子信息产业和尖端技术不可缺少的功能材料。 

氧化铕 

氧化铕为淡红色粉状固体，不溶于水，溶于酸。作为红色发光材料主要应用于等

离子平板显示器。成为具有高照度、高节电、高显色、高寿命等特点的新一代光

源。 

氧化钇铕 
氧化钇铕为白色粉状固体，为可见夹杂物产品，可制作灯用三基色荧光粉材料和

彩色电视机荧光粉等。 

氧化镨钕 

氧化镨钕为粉红色粉状固体，主要应用于石油裂化催化剂、助染助鞣陶瓷和玻璃

着色剂、光纤、抛光粉、塑料颜料、化工催化剂、永磁电动机、发电机、核磁共

振成像仪、磁选机、磁力起重、仪器仪。 

氧化镨 

氧化镨为黑色或褐色粉状固体，氧化镨在多个领域空间发挥重要作用，销售市场

前景较好，主要用于陶瓷色素镨黄，变色眼镜片的原料，玻璃着色剂，制人造宝

石，金属镨原料，制衫，镨，钴永磁合金等。 



氧化铈 

氧化铈为淡黄色粉状固体，主要应用于汽车尾气环保催化剂、玻璃陶瓷添加剂和

着色剂、抛光粉，农业植物生长调节剂、蚀刻剂、荧光粉（灯用绿粉）、塑料稳

定和改性剂、饲料添加剂。 

氧化镧 

氧化镧为白色粉状固体，不溶于水和碱，微溶于酸。主要应用于制造优质的大孔

径、大视场、高质量照相机、潜望镜镜头以及粒子加速器、电镜等大型电子及电

子光学仪器的阳极热电子发射材料。 

氧化钇 

氧化钇为白色粉状固体，主要应用于稀土彩电荧光粉、三基色灯用荧光粉、等离

子显示荧光粉、固体激光晶体、功能陶瓷、精密结构陶瓷、通讯光纤、光学玻璃、

人造宝石钕铁硼永磁合金添加剂、超磁致伸缩材料、磁光材料等。 

氧化钬 
氧化钬为白色粉状固体，主要用作钇铁或钇铝石榴石的添加剂；在磁致伸缩合金

Terfenol-D 中，也可以加入少量的钬，从而降低合金饱和磁化所需的外场。 

氧化铒 

氧化铒为粉色粉状固体，相对密度 8.64。熔点 2378℃。沸点 3000℃。不溶于水，

溶于酸。主要用作钇铁柘榴石添加剂和核反应堆控制材料，也用于制造特种发光

玻璃和吸收红外线的玻璃，还用作玻璃着色剂。由硝酸铒或硫酸铒溶液与碱反应

后，经分离、灼烧而得。 

氧化钆 
氧化钆为白色粉状固体，不溶于水，溶于酸。主要在磁制冷方面得到较大的应用。

氧化钆是一种很有前途的实用室温磁致冷材料。 

氧化钐 
氧化钐为略带微黄的白色粉末，不溶于水，可溶于酸。可作吸收红外线的发光玻

璃添加剂、感光材料中的涂料，以及制钐钻永磁材料和生产金属钐等。 

（三）经营模式 

1、采购模式 

公司及所属企业采用招投标和集中询价批量采购的方式对大宗原辅材料进行采购，两种方法

均能有效真实的反映原辅材料的市场价格，有效降低采购成本。 

2、生产模式 

公司的稀土业务严格按照国家工信部下达的稀土生产总量控制计划，合理合规的指导所属企

业开展生产，严格做到不超计划生产。公司总部强化统一管控，加强所属生产企业的一体化管控

营销管理，实现营销一体化，建立了稀土产品销售统一指导价格体系和稀土产品销售备案制度，

实施稀土企业大宗辅助材料统一招投标采购，有效降低采购成本，促进经营效益提升。所属企业

开展包括稀土矿的开采、及冶炼分离、深加工、产品销售、产品研发以及贸易经营业务，实现经

营目标。 

3、销售模式 



公司目前稀土产品的销售主要通过公司直销或通过全资子公司进出口公司进行销售。公司所

属稀土生产企业对外销售稀土产品需按照公司统一指导价格定价，合同中的重要条款需报公司总

部管理部门审批后方可生效。 

（四）产品市场地位及竞争优势 

我国稀土行业存在严格的准入资质，进入壁垒极高。公司作为国家六大稀土集团旗下核心企

业，按照国家工信部下达的稀土生产总量控制计划开展生产。在稀土精矿方面，公司控制了广东

省内仅有的 2 本在采稀土采矿证，是广东省唯一合法稀土采矿权人，且为南方离子型稀土矿，其

特点是稀土元素含量除轻稀土中的镧、铈、镨、钕外，铽和镝等重稀土元素含量丰富，属于稀缺

战略资源。在稀土氧化物方面，公司拥有 14,000t/a 南方离子吸附型稀土矿中重稀土分离能力，其

中分离的氧化镝、氧化铽等中重稀土在激光、核反应堆等高精尖领域是必不可少的“添加剂”。在

稀土永磁材料方面，福义乐公司及参股企业东电化公司具备高性能永磁材料全系列生产能力，晟

源公司 8,000t/a 高性能钕铁硼永磁材料项目正在建设中，建成达产后公司在华南地区将具备广阔

的市场空间。 

（五）主要业绩驱动因素 

本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161 亿元，同比增长 54.34%，实现归母净利润 1.39 亿元，

其变动因素请参见本节中“一、经营情况的讨论与分析”的相关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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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年 

2020年 本年比上年 

增减(%) 

2019年 

调整后 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前 

总资产 5,812,489,458.69 4,872,753,047.86 4,586,276,941.94 19.29 4,060,899,932.40 3,927,606,408.2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资产 
1,821,889,028.75 1,723,590,388.94 1,723,038,050.94 5.70 1,716,809,492.31 1,717,557,856.25 

营业收入 16,098,636,614.81 10,430,627,024.60 10,185,781,441.63 54.34 4,571,822,434.81 4,509,180,935.0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 
139,087,075.70 52,091,207.23 50,790,505.29 167.01 37,349,947.91 44,105,225.4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

利润 

143,439,077.03 22,428,183.09 22,428,183.09 539.55 -38,637,002.03 -38,637,002.03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量净额 
533,941,583.49 452,092,602.99 524,940,082.58 18.10 32,786,323.76 33,691,741.33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7.82 3.04 2.96 增加4.78个百分点 2.20 2.60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 
0.46 0.17 0.17 170.59 0.12 0.15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 
0.46 0.17 0.17 170.59 0.12 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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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74,483,191.59  3,999,498,420.44  4,375,792,549.64  4,948,862,453.14  

归属于上市

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 

41,832,579.94  41,818,952.55  44,035,551.59  11,399,991.62  

归属于上市

公司股东的

扣除非经常

性损益后的

净利润 

45,685,255.07  55,737,087.19  48,572,153.12  -6,555,418.35  

经营活动产

生的现金流

量净额 

-541,883,765.08  -196,731,884.10  62,564,401.66  1,209,992,831.01  

季度数据与已披露定期报告数据差异说明 

√适用  □不适用  

报告期内，公司以现金方式收购控股股东稀土集团持有的福义乐公司 51%股权，本次交易对

价为 3,238.92 万元（详见公司公告“临 2021-032”）。本次收购构成了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公司根

据会计准则要求对 2021 年度相关会计期间财务报表有关项目进行了调整。 

 

4 股东情况 

4.1 报告期末及年报披露前一个月末的普通股股东总数、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和持有特

别表决权股份的股东总数及前 10 名股东情况 

 

单位: 股 

截至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54,532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末的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49,928 

截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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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记或冻结情

况 

股东 

性质 股份 

状态 
数量 

广东省稀土产业集团

有限公司 
0 129,372,517 42.87 0 质押 33,600,000 

国有

法人 



刘益谦 0 7,620,497 2.52 0 未知   

境内

自然

人 

国华人寿保险股份有

限公司－传统一号 
-9,914,588 4,460,000 1.48 0 未知   未知 

陈国奇 3,363,601 3,363,601 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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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深圳创富兆业金融管

理有限公司－创富福

星一号私募证券投资

基金 

1,214,800 1,214,800 0.40 0 未知   未知 

山东金都百货股份有

限公司 
1,171,000 1,171,000 0.39 0 未知   未知 

王笠懿 1,120,836 1,120,836 0.37 0 未知   

境内

自然

人 

深圳创富兆业金融管

理有限公司－创富福

星五号私募证券投资

基金 

1,109,800 1,109,800 0.37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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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52,523 1,052,523 0.35 0 未知   未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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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控制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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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4 报告期末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 10 名股东情况 

□适用 √不适用  

5 公司债券情况 

□适用 √不适用  

 



第三节 重要事项 

1 公司应当根据重要性原则，披露报告期内公司经营情况的重大变化，以及报告期内发生的对

公司经营情况有重大影响和预计未来会有重大影响的事项。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160.99 亿元，同比增加 54.34%；实现归属母公司所有者净利润

13,908.71 万元，上年同期归属母公司所有者净利润 5,209.12 万元，同比增加 8,699.59 万元。

截至 2021年 12月 31 日，公司资产总额 58.12亿元，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资产 18.22亿元。 

 

2 公司年度报告披露后存在退市风险警示或终止上市情形的，应当披露导致退市风险警示或终

止上市情形的原因。 

□适用  √不适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