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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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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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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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电话 020-87705052 020-877050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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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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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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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732,034,256.71 3,751,931,941.08 -0.5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资产 

1,745,854,851.05 1,680,781,392.21 3.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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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1,373,809.52 -107,655,209.78   

营业收入 1,542,964,596.85 1,144,168,042.39 34.8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 

65,497,078.58 -30,137,899.4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 

15,828,375.16 -84,480,254.66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

益率（%） 

3.82 -1.56 增加5.38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

股） 

0.22 -0.10   

稀释每股收益（元／

股） 

0.22 -0.10   

 

2.3 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 股 

截止报告期末股东总数（户） 49,774 

截止报告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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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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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东省广晟资产经营有限公

司 

国有法

人 

42.87 129,372,517 13,235,724 无   

国华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传统一号 

未知 4.85 14,641,288 14,641,288 未知   

刘益谦 境内自

然人 

2.52 7,620,497 7,620,497 未知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任

公司 

国有法

人 

2.29 6,919,500 0 未知   

上海珺容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珺容战略资源 1 号基金 

未知 0.97 2,928,257 2,928,2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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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知 0.61 1,835,923 0 未知   

龚灏洋 境内自

然人 

0.51 1,552,700 0 未知   

中国东方资产管理股份有限

公司海南省分公司 

未知 0.46 1,400,000 0 未知   

广晟有色金属股份有限公司

－2015 年度员工持股计划 

未知 0.42 1,253,879 1,253,879 未知   

侯皓天 境内自

然人 

0.34 1,017,20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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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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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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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 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适用  √不适用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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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期内，面对复杂多变的行业形势，公司严格贯彻落实年初制定的各项工作计划，拓展思

路、狠抓经营、深化改革，始终围绕“建设主业突出、竞争力强、盈利水平高的中重稀土旗舰企

业”战略目标，在“提效益、稳增长、防风险”上多做加法，采取拓展主要分离企业原料采购渠

道和优化采购模式，降低原辅材料采购成本；落实精细化管理，优化工艺结构，降低分离成本；

强化费用刚性控制，压缩非经营性开支等方式，有效改善了公司经营业绩，上半年实现营业收入

15.43亿元，同比增加 3.99亿元，实现归属母公司所有者净利润 6,550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 9,564

万元，确保了公司平稳、健康的发展。公司开展的主要工作如下： 

1.科学研判，把握市场机会 

报告期内，稀土行业行情跌宕起伏，面对复杂的市场行情，公司成立经营决策领导小组，及

时跟踪掌握分析市场信息，合理制定企业采购、生产、销售及存货处置计划，准确把握住市场有

利时机销售产品去库存，相较去年同期较大增加了营业收入及毛利率，确保了公司效益的最大化。 

2.降本增效，提升生产效益 

一是公司积极拓展稀土原料采购渠道和优化采购模式、严控原辅材料采购成本、提高稀土分

离企业产能负荷，降低固定生产成本摊销；二是大刀阔斧实施劳动、人事、分配三项制度改革，

对公司及下属企业进行人事调整，有效实现减员增效；三是强化期间费用控制，减少非经营性开



支，提高运营效率，实现利润最大化。 

3.未雨绸缪，保障资源储备 

报告期内，公司继续稳步推进稀土和钨资源的储备工作。一是红岭公司 6.4 万吨白钨矿资源

开发工作取得进展，目前资源储量报告已送广东省自然资源厅备案，并初步完成选矿试验和尾矿

综合利用试验等工作；二是新丰公司稀土资源探转采工作仍在扎实推进；三是华企公司稀土矿山

扩界整合工作推进良好，尚待自然资源部颁发扩界新采矿证。 

4.蹄疾步稳，继续重组工作 

公司重组大宝山工作稳步推进，截至本报告期末公司聘请的审计机构、评估机构在完成标的

资产现场尽职调查基础工作上，出具了审计、评估报告初稿，独立财务顾问和法律顾问正加紧相

关报告的编制，并积极履行交易对手方内部决策程序，公司将加快推进本次重组，力争尽快完成

本次重组工作。 

5.提质增效，坚持科技创新 

公司所属三家高新企业继续发挥科研平台优势，大力开展技术改造，报告期内，兴邦公司顺

利通过省级企业技术中心创新建设平台的验收、新增二项发明专利、“稀土工业废水超低排放关键

技术及产业化示范” 研发项目完成结题；嘉禾公司系统性开展工艺技术改造，以中间物料、废水

等资源最大化综合循环利用为原则，利用闲置设备，继续优化钙皂等技术，降低单耗；参股企业

东电化公司双高特性钕铁硼永磁项目落地，通过了 IATF16949 质量管理体系和高新技术企业认证，

为提质增效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6.牢守底线，实现安全环保 

报告期内，公司坚持“安全第一、预防为主”的安全环保方针，以“六无三减少”为工作目

标，每月开展一次安全生产大检查，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扎实做好安全环保各项工作。公司

上半年安全生产态势平稳，企业“三废”稳定达标排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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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 年 4月 29 日公司第七届董事会 2019 年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 



变更原因： 

财政部于 2017 年 3 月 31日分别发布了《企业会计准则第 22 号 —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财

会[2017]7 号）、《企业会计准则第 23 号—金融资产转移》（财会[2017]8 号）、《企业会计准则第

24 号—套期会计》（财会[2017]9 号），于 2017 年 5 月 2 日发布了《企业会计准则第 37 号—金融

工具列报》（财会[2017]14 号）（上述准则以下统称“新金融工具准则”），并要求境内上市公司

自 2019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 根据上述规定，本公司于以上文件规定的起始日开始执行上述修订

后的企业会计准则。 

具体情况及影响： 

（一）本次会计政策变更的修改内容主要包括：1.金融资产分类由“四分类”改为“三分

类”，以企业持有金融资产的“业务模式”和“金融资产合同现金流量特征”作为金融资产分类

的判断依据，将金融资产分类为“以摊余成本计量的金融资产”、“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

入其他综合收益的金融资产”和“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三类； 2.

金融资产减值会计由“已发生损失法”改为“预期损失法”， 要求考虑金融资产未来预期信用损

失情况，从而更加及时、足额地计提金融资产减值准备；3.调整了非交易性权益工具投资的会计

处理。允许企业将非交易性权益工具投资指定为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其他综合收益进行

处理，但该指定不可撤销，且在处置时应将之前已计入其他综合收益的累计利得或损失转入留存

收益，不得结转计入当期损益。（二）本次会计政策变更对公司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无

重大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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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