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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0831                           证券简称：五矿稀土                           公告编号：2022-013 

五矿稀土股份有限公司 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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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报告的董事会会议，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无异议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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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矿稀土 股票代码 0008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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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宏源 舒艺 

办公地址 
江西省赣州市章江南大道18号豪德银座A

栋 14、15 层 

江西省赣州市章江南大道 18号豪德银座 A

栋 14、15 层 

传真 0797-8398385 0797-8398385 

电话 0797-8398390 0797-8398390 

电子信箱 hywang@minmetals.com shuyi@minmetals.com 

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一）主要业务和产品 

公司经营范围为稀土氧化物、稀土金属、稀土深加工产品经营及贸易；稀土技术研发及咨询服务；新材料的研发及生产

销售；矿业投资；矿产品加工、综合利用及贸易。 

公司目前主要从事稀土氧化物等产品的生产运营，以及稀土技术研发、咨询服务。通过外购稀土原料等方式进行分离加

工，主导产品包括高纯的单一稀土氧化物及稀土富集物等。公司产品凭借优越的性能，广泛应用于磁性材料、发光材料、催

化材料、晶体材料以及高端电子元器件等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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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主要经营模式 

公司持续推动实施技术创新与客户需求相结合的、定制化供给的差异化竞争策略，依据国家主管部门下达的生产总量控

制计划，综合当期市场情况与所属分离企业技术优势等因素，合法合规指导分离企业开展生产，保证不超计划生产。公司统

筹协调原料采购与产品销售，各所属分离企业根据公司整体要求开展具体采购、生产与销售等业务。 

（三）报告期内进行的矿产勘探活动情况 

公司通过华泰鑫拓参股华夏纪元持有圣功寨稀土矿探矿权和肥田稀土矿探矿权的42%股权。目前，圣功寨稀土矿探矿权

和肥田稀土矿探矿权办理探转采的相关工作正在推动中，报告期内未进行矿产勘探活动。为提高探转采工作效率，公司正优

先开展圣功寨稀土矿探转采办理工作。现阶段，圣功寨稀土矿开发利用方案已通过自然资源部组织的评审，并已完成网上公

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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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位：元 

 2021 年末 2020 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减 2019 年末 

总资产 3,876,772,302.44 3,131,282,572.98 23.81% 2,765,688,909.0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2,600,438,972.83 2,461,346,562.81 5.65% 2,222,791,638.66 

 2021 年 2020 年 本年比上年增减 2019 年 

营业收入 2,973,358,163.24 1,656,434,558.39 79.50% 1,647,285,150.0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95,406,410.40 278,984,245.42 -29.96% 85,894,407.0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189,276,031.10 148,562,162.49 27.41% 85,785,779.40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744,501,204.62 -109,319,300.04 -581.03% -103,128,902.97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992 0.2844 -29.96% 0.0876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992 0.2844 -29.96% 0.0876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7.75% 11.86% -4.11% 3.95% 

（2）分季度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元 

 第一季度 第二季度 第三季度 第四季度 

营业收入 769,957,639.40 804,032,617.79 428,826,568.23 970,541,337.8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01,511,014.86 67,898,179.79 28,485,779.84 -2,488,564.0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98,602,774.83 67,832,003.70 27,216,847.47 -4,375,594.90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23,900,590.20 -175,780,613.13 230,259,050.67 -575,079,051.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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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8,850 

年度报告披露日

前一个月末普通

股股东总数 

221,3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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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记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五矿稀土集团

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23.98% 235,228,660 0   

中国五矿股份

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16.10% 157,924,751 0   

香港中央结算

有限公司 
境外法人 1.44% 14,171,376 0   

张林才 境内自然人 0.30% 2,925,151 0   

博时基金管理

有限公司－社

保基金四一九

组合 

其他 0.29% 2,874,900 0   

杨风英 境内自然人 0.27% 2,653,122 0   

金鹏期货经纪

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0.24% 2,330,000 0   

中国建设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

－嘉实中证稀

土产业交易型

开放式指数证

券投资基金 

其他 0.23% 2,302,849 0   

中国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国

投瑞银新能源

混合型证券投

资基金 

其他 0.21% 2,076,686 0   

中国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华

夏行业景气混

合型证券投资

基金 

其他 0.21% 2,039,300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

动的说明 

截止 2021 年 12 月 31 日，上述股东中，五矿稀土集团有限公司与中国五矿股份有限公司存在

关联关系，其实际控制人均为中国五矿集团有限公司。五矿稀土集团有限公司除与中国五矿

股份有限公司之外的上述股东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未知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

也未知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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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风英除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 1,273,000 股外，还通过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

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 1,380,122 股，实际合计持有 2,653,122 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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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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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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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存续的债券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三、重要事项 

为进一步深化国有企业改革，优化资源配置，推动专业化整合工作，经国务院国资委研究并报国务院批准，同意新设中

国稀土集团，并将中铝集团持有的中国稀有稀土的股权，中国五矿所属企业持有的五矿稀土、五矿稀土集团的股权，以及赣

州稀土及所属企业持有的南方稀土集团、赣州稀有金属交易所、中蓝稀土的股权整体划转至中国稀土集团。本次划转完成后，

中国稀土集团直接持有五矿稀土157,924,751股股份（占上市公司总股本的16.10%），并通过全资子公司五矿稀土集团持有

五矿稀土235,228,660股股份（占上市公司总股本的23.98%），合计持有五矿稀土393,153,411股股份（占上市公司总股本的

40.08%）。五矿稀土控股股东仍为五矿稀土集团，实际控制人由中国五矿变更为中国稀土集团；最终实际控制人仍为国务

院国资委。 

关于实际控制人拟参与战略性重组事宜的具体内容请见公司披露于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的《关于实

际控制人拟参与战略性重组的提示性公告》（公告编号：2021-034）、《关于实际控制人拟参与战略性重组的进展公告》（公

告编号：2021-040）、《关于控股股东股权及其一致行动人持有的公司股份无偿划转暨股东权益变动的提示性公告》

（2022-001）、《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五矿稀土股份有限公司收购报告书》等公告。目前，上述无偿划转事项正在办

理股份过户手续，相关工作正在进一步推进中。 

董事长：刘雷云 

  

       五矿稀土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二二年四月二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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