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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重要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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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 

2 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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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半年度报告未经审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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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期内，公司不派发现金红利，不送红股，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二 公司基本情况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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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钼股份 601958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尹战劳 习军义 

电话 029 - 88320076 029 - 88320019 

办公地址 陕西省西安市高新技术产业开

发区锦业一路88号金钼股份综

合楼A座 

陕西省西安市高新技术产业开

发区锦业一路88号金钼股份综

合楼A座 

电子信箱 jdc@jdcmoly.com jdc@jdcmoly.com 

 

2.2 报告期公司主要业务简介 

1、主要业务 

公司是一家专业致力钼金属采矿、选矿、冶炼、深加工、科研、贸易纵向一体的资源类上市

公司，主要业务分属矿产资源有色金属板块。公司是全球唯一一家钼产业链最完整、产品线最丰

富、整体工装技术先进的大型钼业公司之一，生产规模排名世界前三。以实现资源的最大价值为

己任，公司积极实施产业经营和资本运营“双轮驱动”。在前端，公司正在运营的两座世界级钼矿

山，分别为金堆城钼矿和汝阳东沟钼矿，参股安徽金寨县沙坪沟钼矿为世界第一大单体钼矿床，

通过产业技术升级，采用行业先进新工艺，着力提升资源综合回收率和劳动生产率。在后端，建

立了以专业从事钼及相关难熔金属研发的国家级企业技术中心为主体的科技研发体系，依托出众

的资源禀赋、卓越的科研优势和强大的资金实力，着力发展钼的高端深加工产业，提升产业链的

附加值和产品的品类，竭力实现钼资源的高效、高质、绿色、节约利用，努力创建资源节约型、

环境友好型企业。同时，公司借助遍布全球的营销网络，整合优势资源、渠道和力量，积极开展

钼及相关金属的综合贸易业务，不断拓宽公司的国际化视野，提高公司在全球有色金属市场的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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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力。 

2、经营模式 

公司主要生产经营价值链涵盖钼产品的采、选、冶、化工、金属深加工等全产业链，以及对

资源综合回收利用的副产品的生产和销售，同时利用富裕产能开展来料加工，并通过掌握的营销

渠道开展相关金属的贸易业务，形成了“自产+自营+贸易”的多元化经营模式。 

（1）自产业务：以公司自有原料为主从事产品生产与销售业务，贯穿于整个产业链始终，是

公司盈利的主要来源。 

（2）自营业务：以外购原料为主从事钼产品加工与销售业务，是对公司现有产能的补充和提

升，以有效摊薄固定成本，盘活闲置产能，发挥规模效应。 

（3）贸易业务：公司从事的其他贸易业务，涉及多品种、多方式的贸易运作模式，在有效把

控风险的前提下，紧抓市场机遇，以实现一定的盈利为目标。 

3、行业情况 

2018年上半年，受钼行业周期性触底反弹、中美贸易纠纷、国际市场避险情绪跟进、国内环

保政策高压态势等因素影响，国际钼市场呈现震荡走高态势。2018年上半年，国内市场钼精矿

（45%-50%）均价为1614元/吨度，同比上涨约44.75%；钼铁均价为11.1万元/基吨，同比上涨了约

41.2%。 国际钼市场欧洲氧化钼价格在10.5-13.1 美元/磅钼，均价11.94 美元/磅钼，同比上涨

50.0%；欧洲钼铁价格在26-31.3 美元/千克，均价29.15 美元/千克，同比上涨49.0%。 

市场供需面进一步打破平衡，呈现供不应求趋势。2018 年1-6 月份全球钼精矿产量约13.1 万

吨钼，同比增长1.7%。分地区来看，欧洲钼精矿产量同比下降0.56%至8417 吨钼；亚洲同比下降

0.65%至4.8 万吨钼；美洲钼精矿产量同比增长3.6%至7.4 万吨钼；国内钼精矿产量约9.89 万吨（折

合金属量4.45万吨钼），同比增长0.6%。 

同期，全球钼消费量同比增长 8.3%至 12.72 万吨钼，其中国内钼消费量约 4.4 万吨钼，同比

增长 15.8%。 

2.3 公司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

增减(%) 

总资产 15,988,824,758.48 15,922,149,963.68 0.4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资产 

12,920,684,894.81 12,752,660,254.93 1.32 

 本报告期 

（1-6月）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

减(%)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347,463,831.69 21,372,676.70 -1,725.74 

营业收入 4,195,090,975.74 5,224,486,970.15 -19.7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 

148,517,130.19 15,325,335.99 869.1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122,392,951.26 -3,216,182.43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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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

益率（%） 

1.16 0.12 增加1.04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

股） 

0.046 0.005 820.00 

稀释每股收益（元／

股） 

0.046 0.005 820.00 

2.4 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 万股 

截止报告期末股东总数（户） 107,3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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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质押或冻结的股份

数量 

金堆城钼业集团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74.98 241,945 0 无 0 

中国证券金融股份有限公

司 

国有法人 1.84 5,934.98 0 无 0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

任公司 

国有法人 0.79 2,564.06 0 无 0 

太原钢铁（集团）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0.54 1,740.82 0 无 0 

莫常春 境内自然人 0.35 1,138.65 0 未知 1,072.42 

中色(宁夏)东方集团有限

公司 

国有法人 0.31 1,000 0 无 0 

邓志华 境内自然人 0.14 463.58 0 无 0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境外法人 0.14 461.55 0 无 0 

林秀增 境内自然人 0.10 326.93 0 无 0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南方消费活力灵活配

置混合型发起式证券投资

基金 

境内非国有

法人 

0.10 323.83 0 无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无 

 

2.5 截止报告期末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前十名优先股股东情况表 

□适用  √不适用  

2.6 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适用  √不适用  

2.7 未到期及逾期未兑付公司债情况 

□适用√不适用  

三 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3.1 经营情况的讨论与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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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上半年，公司紧抓市场机遇，力推改革发展，强化生产经营，筑牢安全环保根基，顺

利完成半年生产计划，并实现了产销平衡。实现营业收入 419,509.10万元，完成年度经营计划目

标的 52.44%，同比减少 102,939.60万元，下降 19.70%；实现利润总额 22,539.57 万元，同比增

加 20,977.82 万元，上升 1,343.22%；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14,851.71 万元，同比增加

13,319.18万元，上升 869.10%。 

报告期内，公司加大资本投入，快速推进重点项目建设，取得阶段性成果。金堆城钼矿总体

选矿升级改造项目完成采矿升级立项，选矿升级正加紧进行方案设计和立项审批，取得 376 亩土

地使用权；汝阳东沟钼矿采选项目尾矿输送隧道全线贯通；采场周边居民搬迁项目 16栋住宅楼墙

体填充和屋面防水保温施工稳步实施。 

报告期内，公司积极推进科技创新和技术研发，切实发挥科技引领作用。产学研合作和平台

建设实现新进展，与西安交大在技术研发、科研项目产业化等方面达成战略合作，共建难熔金属

管材及其异型构件制备技术研究中心；核级薄壁钼合金管项目研发合作进入第二阶段，完成国内

外 3 家客户供样；陕西省先进钼冶炼技术重点实验室通过省科技厅验收；省属企业众创空间创建

工作签订框架协议。 

报告期内，公司进一步夯实基础管理，管控举措扎实得力。生产性基础管理、设备管理、物

资采购对标提升；搭建了全面质量管理架构及运行机制，推行层级化、全员化、全过程质量管理；

参与多项国家标准和行业标准制订，被全国有色金属标准化技术委员会授予“钼标准研制创新示

范基地”称号；改革工作稳中求进，积极推进全面预算管理、全方位成本管理、“三项机制”变革，

为公司发展注入了活力。金钼股份于 2018年 6月纳入明晟公司（MSCI）指数体系。 

3.2 与上一会计期间相比，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原因及其影响 

□适用  √不适用  

3.3 报告期内发生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更正金额、原因及其影响。 

□适用  √不适用  

 

 

     董事长：程方方 

董事会批准报送日期：2018 年 8 月 28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