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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堆城钼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年度报告摘要 
 

§1 重要提示 

1.1 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本报告所载资料不

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

性负个别及连带责任。 

本年度报告摘要摘自年度报告全文，报告全文同时刊载于 www.sse.com.cn。投

资者欲了解详细内容，应当仔细阅读年度报告全文。 

1.2 董事长张继祥先生、董事卢景友先生和独立董事席酉民先生因故不能到会，

分别委托副董事长马保平先生、董事赵志国先生和独立董事康义先生代为行使表决

权。 

1.3 公司年度财务报告已经中磊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审计并被出具了标

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 

1.4 公司负责人张继祥、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马健诚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

管人员）杨建利声明：保证年度报告中财务报告的真实、完整。 

§2 公司基本情况简介 

 2.1 基本情况简介 

股票简称 金钼股份 

股票代码 601958 

上市交易所 上海证券交易所 

 

 2.1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秦国政 习军义 

联系地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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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电话 029 - 88320076 029 - 88320019 

传真 029 - 88320330   029 - 88320330   

电子信箱 jdc@jdcmoly.com jdc@jdcmoly.com 

 

§3 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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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主要会计数据 2011 年 2010 年 
本期比上

年同期增

减（%） 
2009 年 

营业总收入 7,333,285,943.68 7,062,859,478.30 3.83 4,586,369,806.68

营业利润 866,692,089.52 996,736,912.88 -13.05 679,482,286.55

利润总额 856,381,299.75 1,002,150,901.64 -14.55 681,309,520.8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 
736,126,786.60 835,624,733.41 -11.91 549,481,249.2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

利润 

  745,463,305.25    832,021,963.28 -10.40    547,776,668.37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量净额 
277,445,833.03 886,918,227.32 -68.72 117,800,728.14

 2011 年末 2010 年末 
本期末比

上年末增

减（%） 
2009 年末 

资产总额 14,859,841,116.70 14,374,732,739.11 3.37 14,072,363,816.45

负债总额 1,161,626,110.72 776,730,077.71 49.55 663,306,859.0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所有者权益 
13,453,704,238.91 13,411,712,012.39 0.31 13,275,996,705.93

总股本 3,226,604,400.00 3,226,604,400.00 — 3,226,604,400.00

 

3.2 主要财务指标 

主要财务指标 2011 年 2010 年 
本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 
2009 年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23 0.26 -11.54 0.17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23 0.26 -11.54 0.17

用 新股本计算的每股收

益（元/股） 
0.23 0.26 -11.54 0.17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基

本每股收益（元/股） 
0.23 0.26 -11.54 0.17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5.48 6.26 下降 0.78 个百分点 4.11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加

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5.55 6.24 下降 0.69 个百分点 4.09

每股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净额（元/股） 
0.09 0.27 -66.67 0.04

 2011 年末 2010 年末 
本期末比上年末增减

（%） 
2009 年末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 4.17 4.16 0.24 4.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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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净资产（元/股） 

资产负债率（%） 7.82 5.40 上升 2.42 个百分点 4.71

注：①上述数据以公司合并报表数据填列； 

②上述净利润、基本每股收益、净资产收益率、股东权益、每股净资产等指标

均以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数据填列，净资产收益率按加权平均法计算； 

③依据财政部、海关总署、国家税务总局财税[2011]58 号《关于西部大开发战

略有关税收政策问题的通知》及陕西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陕发改产业确认函

[2012]001 号文件批复，公司下属矿冶分公司企业所得税税率减按 15%计算缴纳，故

本报告中每股收益等财务指标较 2011 年年度业绩快报数据发生变化，详见财务报表

附注“十七、其他重大事项说明”。 

 3.3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 

√适用   □不适用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 2011 年金额 2010 年金额 2009 年金额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 -14,853,936.49 1,512,654.62 -14,088,322.88

越权审批，或无正式批准文件，或偶发性
的税收返还、减免 

3,387,800.31 4,529,388.52 14,116,908.06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1,155,346.41 -628,054.38 1,798,649.08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 8,148.86 -458,900.38 -68,526.09

所得税影响额 966,122.26 -1,352,318.25 -54,127.29

合计 -933,6518.65 3,602,770.13 1,704,580.88

 

§4 股东持股情况和控制框图 

4.1 前 10 名股东、前 10 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万股 

2011 年末股东总数 202,133 户
本年度报告公布日前

一个月末股东总数 
199,767 户

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

例(%)
持股总数 

报告期内

增减 

持有有限

售条件股

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

的股份数量

金钼集团 国有法人 74.09 239,074.32 -6,133.20 0 无 

太原钢铁（集团）

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2.12 6,849.32 -193.68 0 无 

全国社会保障基金

理事会转持一户 
国有法人 2.00 6,456.00 6,391.44 64.56 无 

中色(宁夏)东方集 国有法人 0.61 1,971.24 -64.56 0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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团有限公司  

中国工商银行－上

证50交易型开放式

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境内非国

有法人 
0.32 1,045.81 199.70 0 无 

交通银行－易方达 

50 指数证券投资

基金 

境内非国

有法人 
0.19 602.38 -315.86 0 无 

中国银行－嘉实沪

深 300 指数证券投

资基金 

境内非国

有法人 
0.16 529.67 -25.22 0 无 

海通证券股份有限

公司客户信用交易

担保证券账户 

境内非国

有法人 
0.16 510.65 186.25 0 无 

招商证券股份有限

公司客户信用交易

担保证券账户 

境内非国

有法人 
0.13 415.72 347.45 0 无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华夏沪

深 300 指数证券投

资基金 

境内非国

有法人 
0.11 357.30 -27.70 0 无 

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股份的

数量 
股份种类及数量 

金钼集团 239,074.32 人民币普通股 

太原钢铁（集团）有限公司 6,849.32 人民币普通股 

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转持一户 6,391.44 人民币普通股 

中色(宁夏)东方集团有限公司 1,971.24 人民币普通股 

中国工商银行－上证 50 交易型开

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1,045.81 人民币普通股 

交通银行－易方达 50 指数证券投

资基金 
602.38 人民币普通股 

中国银行－嘉实沪深 300 指数证券

投资基金 
529.67 人民币普通股 

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

易担保证券账户 
510.65 人民币普通股 

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

易担保证券账户 
415.72 人民币普通股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华夏

沪深 300 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357.30 人民币普通股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

明 
公司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 

报告期内，公司发起人股东金钼集团、太原钢铁（集团）有限公司和中色(宁夏)

东方集团有限公司根据财政部发布的《境内证券市场转持部分国有股充实全国社会保

障基金实施办法》有关规定，实施完成了股份转持工作，因而上述股东持有的本公司

股数量有所减少，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转持一户的持股数量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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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公司与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的方框图 

 

§5 董事会报告 

2011 年在世界经济复苏曲折复杂的背景下，钼市场也表现出持续低迷、价格震荡

下行的态势。面对复杂而严峻的形势，公司坚持稳中求进，巩固和发挥自身优势，积

极应对压力与挑战，加强生产组织、市场运作、项目建设、技术研发、质量管理、成

本管理等各方面工作，取得了较好的经营效果。 

（一）报告期内公司经营情况 

1、主要经营目标完成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73.33 亿元，完成年度经营计划目标的 103.57%，

较上年同期增加 2.70 亿元，增幅 3.83%；实现利润总额 8.56 亿元，较上年同期减少

1.46 亿元，降幅 14.55%；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7.36 亿元，完成年度经

营计划目标 9.7 亿元的 75.88%，比上年同期减少 1 亿元，降幅 11.91%，主要是由于

钼产品价格低于公司年初预期及原材料、能源价格上涨等因素影响。 

2011 年全球经济增速放缓， 欧洲债务危机的蔓延和美国主权信用降级更令经济

雪上加霜。受此影响，钼市场主要呈现下行态势。年初钼价延续上涨行情，2月份出

现全年高点后一路震荡下跌至 10 月份的年内 低价。《MW》氧化钼全年高低幅平均价

格 15.45 美元/磅钼，较上年同比下降 2.28%； 西方钼铁（65%-70%Mo）均价为 37.9

美元/千克，同比下降 3.2% ；国内钼精矿（45%Mo）均价为 2063 元/吨度，同比下降

2.1% ；国内钼铁（60%Mo）均价为 14.1 万元/吨，同比下降 1.2%。公司积极把握市场

走势，重点开展调结构、降库存、拓市场的经营运作；利用资金、品牌和渠道优势，

稳健开展外购钼精矿委托加工、转口贸易及其它金属产品贸易业务，提升运营能力，

扩大经营效果。同时深入推进内控体系建设，积极实施降本增效、控制成本费用的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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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措施，节能、节水、节材，减少、简化会议及相关活动，节降办公费用，为实现全

年经营目标起到了重要的保证作用。 

公司坚持边生产边建设，着力推进重大技改和新建项目，增强发展后劲。其中选

矿工艺升级改造项目实施完成，新增金堆城矿选矿生产能力 1万吨，由现在的 3万 t/d

提高到 4万 t/d；金钼汝阳公司 5000 吨选矿厂建成投产，其选矿处理能力由 2000t/d

提高到 7000t/d。以上两项目将使公司自产钼产量大幅提高。 

2、公司主营业务及其经营情况 

（1）主营业务分行业、分产品情况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分行业 营业收入 营业成本 
营业利
润率
（%） 

营业收入
比上年同
期增减
（%） 

营业成本
比上年同
期增减
（%） 

营业利润率
比上年同期
增减（%）

钼矿产品
开采、冶炼
及深加工 

3,830,348,519.83 2,609,156,237.67 31.88 21.04 35.88 
下降7.44个
百分点 

商品贸易 3,407,908,381.32 3,406,373,361.16 0.05 -10.60 -8.90 
下降1.86个
百分点 

合计 7,238,256,901.15 6,015,529,598.83 16.89 3.75 6.29 
下降1.99个
百分点 

分产品 营业收入 营业成本 
营业利
润率
（%） 

营业收入
比上年同
期增减
（%） 

营业成本
比上年同
期增减
（%） 

营业利润率
比上年同期
增减（%）

钼炉料 3,095,075,170.51 2,484,774,775.58 19.72 7.29 15.69 
下降5.83个
百分点 

钼化工 476,685,579.39 227,552,461.61 52.26 14.60 15.78 
下降0.49个
百分点 

钼金属 887,627,849.65 611,508,327.01 31.11 5.35 24.74 
下降 10.71
个百分点 

电解铜 1,656,965,674.98 1,635,656,191.40 1.29 -20.64 -20.77 
上升0.15个
百分点 

铅锌 458,961,844.81 451,835,567.40 1.55 82.91 82.37 
上升0.29个
百分点 

镁合金型
材 

116,566,220.04 102,949,285.25 11.68 -23.50 -23.30 
下降0.23个
百分点 

硫酸 141,919,024.93 120,791,227.89 14.89 201.76 29.86 
上升 112.67
个百分点 

铁粉 108,835,834.02 110,895,577.33 -1.89 83.98 38.28 
上升 33.68
个百分点 

钢材 213,052,121.23 209,086,309.83 1.86 — — — 

硅铁 30,651,205.25 30,596,573.12 0.18 -77.74 -77.74 
上升0.01个
百分点 

其他 51,916,376.34 29,883,302.41 42.44 -47.12 -56.03 
上升 11.67
个百分点 

合计 7,238,256,901.15 6,015,529,598.83 16.89 3.75 6.29 
下降1.99个
百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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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 年，公司的主营业务收入较上年同期上升主要是钼产品销售量增加所致；主

营业务成本较上年同期上升主要是原材料等价格上涨所致。 

（2）主营业务分地区情况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地区 营业收入 营业收入比上年增减（%） 

国内 3,979,497,329.58 38.01

国外 3,258,759,571.57 -20.39

合计 7,238,256,901.15 3.75

2011 年，公司加大了国内产品销售量及开展金属产品贸易，致使国内销售收入有

所增加。 

3、公司各项财务指标构成变化情况及原因 

（1）公司资产构成变化情况及原因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2011 年末 2010 年末 

增减比例
（%） 金额 

占资产比
重（%） 

金额 
占资产比
重（%） 

应收票据 828,715,415.16 5.58 348,656,845.67 2.43 137.69

存货 1,562,226,648.05 10.51 1,071,225,898.84 7.45 45.84

固定资产 2,930,016,065.88 19.72 2,138,491,355.14 14.88 37.01

工程物资 5,089.76 — 31,143,519.53 0.22 -99.98

递延所得税资产 287,382,997.15 1.93 208,775,593.36 1.45 37.65

预收账款 469,323,680.36 3.16 63,871,217.00 0.44 634.80

应付职工薪酬 42,419,951.16 0.29 68,216,153.15 0.47 -37.82

应交税费 -82,759,064.8 -0.55 85,501,823.54 0.59 -196.79

其他非流动负债 105,321,200.00 0.71 5,473,176.47 0.04 1,824.32

专项储备 428,229,838.09 2.88 316,604,381.59 2.20 35.26

少数股东权益 244,510,767.07 1.65 186,290,649.01 1.30 31.25

变动原因： 

A.应收票据较期初增加 48,006 万元，主要是国内销售钼铁、钼金属产品收取的

银行承兑汇票增加所致； 

B.存货较期初增加 49,100 万元，主要是开展贸易购进产品增加所致； 

C.固定资产较期初增加 79,152 万元，主要是选矿工艺升级改造和钼金属深加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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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等募投项目部分转固增加所致； 

D.工程物资较期初减少 3,114 万元，主要是工程设备减少所致； 

E.递延所得税资产较期初增加 7,861 万元，主要是可弥补亏损及存货未实现毛利

增加所致； 

F.预收账款较期初增加 40,545 万元，主要是销售产品预收货款增加所致； 

G.应付职工薪酬较期初减少 2,580 万元，主要是支付前期未付的工资所致； 

H.应交税费较期初减少 16,826 万元，主要是西部大开发政策不明确使得 2011 年

全年企业所得税按 25%预缴所致； 

I.其他非流动负债较期初增加 9,985 万元，主要是递延收益增加所致； 

J.专项储备较期初增加11,163万元，主要是按照规定计提安全基金和维简费所致； 

K.少数股东权益较期初增加 5,822 万元，主要是子公司金钼汝阳追加注册资本所

致。 

（2）利润变化情况及原因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  目 2011 年 2010 年 增减比例（%） 

资产减值损失 27,025,419.37 4,283,228.19 530.96

营业外收入 5,142,399.24 10,092,481.68 -49.05

营业外支出 15,453,189.01 4,678,492.92 230.30

所得税费用 118,113,538.79 162,924,684.45 -27.5

少数股东损益 2,140,974.36 3,601,483.78 -40.55

变动原因： 

A.资产减值损失较上年同期增加 2,274 万元，主要是本期存货减值准备计提增加

所致； 

B.营业外收入较上年同期减少 495 万元，主要是固定资产处置利得减少所致； 

C.营业外支出较上年同期增加 1,077 万元，主要是固定资产报废增加所致； 

D.所得税费用较上年同期减少 4,481 万元，主要是利润减少所致； 

E.少数股东损益较上年同期减少 146 万元，主要是本期子公司净利润减少所致。 

（3）现金流量变化情况及原因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  目 2011 年 2010 年 增减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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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77,445,833.03 886,918,227.32 -609,472,394.29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614,024,727.60 -735,821,159.94 121,796,432.34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564,158,919.26 -745,043,644.52 180,884,725.26

变动原因： 

A.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较上年同期减少 60,947 万元，主要是本期支付

税费、支付工资等较上年同期增加所致； 

B.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较上年同期增加 12,180 万元，主要是本期购建

固定资产等投入较上年同期减少所致； 

C.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较上年同期增加 18,088 万元，主要是收回上年

质押的定期存单所致。 

4、主要供应商和客户情况 

2011 年度，公司向前 5名供应商采购总额为 378,205.48 万元，占公司采购总额

的 67.47%；2010 年度，公司向前 5名供应商采购总额为 340,523.23 万元，占公司采

购总额的 69.28%。 

2011 年度，公司向前 5名客户销售收入总额为 169,755.68 万元，占公司全部营

业收入的 23.45%；2010 年度，公司向前 5名客户销售收入总额为 278,016.24 万元，

占公司全部营业收入的 39.85%。 

    5、公司控股公司的经营情况 

                                单位：万元  币种：人民币 

公司名称 
注 册 资
本 

主营业务 
报告期末
总资产 

报告期末
净资产 

报告期间
营业收入 

报告期间
净利润 

金堆城钼业
（光明）股
份有限公司 

8,500 
钨钼产品加工及在许可范围内
的进出口业务 

15,180.64 11,017.03 31,928.53 740.74

金堆城钼业
汝阳有限责
任公司 

46,000 

钼矿石浮选、加工与销售，钼系
列产品、化工产品（不含化学危
险品、易燃易爆易制毒品）的出
口以及生产所需原辅材料、机械
设备、仪器仪表的进口 

71,833.50 54,754.61 14,652.47 5.44

华钼有限公
司 

500（万
港币） 

钼化合物的采购及销售 9,506.55 227.39 15,618.73 -339.68

金堆城钼业
贸易有限公
司 

50,000 

矿产品及其副产品、金属产品、
化工产品、管材、建筑材料、机
电设备、焦炭、电子产品、数码
产品、劳保用品的销售；自营和
代理各类商品和技术的进出口
业务；再生物资回收与销售；电
子商务 

50,442.93 49,963.88 463.62 -36.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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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公司生产经营相关情况 

（1）生产组织运行平稳高效。公司围绕市场精心组织生产，加强现场管理，推

进工艺优化，主要生产技术指标稳中有升；优化调整产品品种结构，加快新增产能的

调试运行、消化吸收和达产达标，生产运行平稳、产销平衡、安全清洁。 

（2）坚持安全、绿色生产。高度重视安全生产和环境保护，全年实施完成13项

重要安措改造项目；深入推进环境管理体系（ISO14001）和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

（OHSAS18001）运行；全年百万工时伤害率为零，杜绝了较大以上污染事故。公司

金堆城钼矿被国土资源部列入首批确定的40个“矿产资源综合利用示范基地”和首批

37家国家级“绿色矿山”试点单位。 

（3）质量管理取得新成绩。2011 年公司积极推进对标管理以稳定和不断提高产

品质量，2 种产品被评为陕西省名牌产品，使公司拥有的省名牌产品增加到 8 种；完

成强制性国家标准《钼精矿单位产品能源消耗限额》《焙烧钼精矿单位产品能源消耗

限额》的制定任务；负责制定的国家标准《二硫化钼》获 2010 年度中国有色金属工

业科技三等奖。 

（4）节能减排成效显著。多膛炉产能提升、内热式回转窑节能改造以及硫酸厂

余热利用等共同作用，使氧化钼单位能耗同比明显下降。公司全年节能 976.61 吨标煤，

完成计划目标的 102.8%。 

（5）信息化系统运行平稳。公司 ERP 系统、OA 协同办公系统、CIS 情报信息

系统平稳运行。硫酸厂财务成本核算系统进入试运行。公司门户网站信息平台内容全

面及时、运行安全可靠。 

（6）设备运行可靠高效。公司狠抓设备技术管理，推动工装提档升级。重点加

大了新增设备及生产线的操控培训，并把修旧利废、小改小革与中修、大修和更新相

结合，进一步提高设备利用率和完好率，实现设备长周期稳定运行。全年重大设备事

故为零。 

7、公司技术创新情况 

2011 年公司完成科研项目 28 项，申请专利 13 项，获得授权专利 12 项。大力推

进多品种钼金属深加工产品研发，优化产品结构，提升产业链技术含量，在钼合金丝、

光伏太阳能钼靶材、大规格钼板（棒）及坩埚、多规格钼电极、特种钼粉和钼丝等产

品研制上取得重要成果，部分产品已供应客户。公司开展的“大尺寸高纯钼金属靶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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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开发与产业化” 项目入选“十二五”国家科技计划；“57 钼精矿新工艺及产业化

研究”获 2011 年度陕西省科技进步二等奖；“多膛炉焙烧钼精矿技术引进及产业化”

等 9 项成果获 2011 年度陕西有色科技一等奖 1 项，二等奖和三等奖各 4 项。公司与

国内外多家业内知名机构展开技术交流与业务合作，被列为陕西省“创新型试点企

业”，主办的期刊《中国钼业》晋升为国家级科技核心期刊。 

（二）对公司未来发展的展望 

1、钼市场主要影响因素分析 

（1）宏观经济环境。世界经济仍处于曲折、复杂、缓慢的复苏进程之中。西方主

要经济体增长动力不足，欧洲主权债务危机仍在发展，新兴市场国家增长趋缓、通胀

问题突出。ＩＭＦ、世界银行等均调低了对 2012 年世界经济增长的预测。我国继续保

持平稳较快发展但经济增速预期下降。稳中求进成为 2012 年的主基调，确定 GDP 增

长目标为 7.5%，是 2005 年以来首次低于 8%。我国经济社会转型和结构调整步伐将进

一步加快。 

（2）钼行业环境。钼主要用于钢铁工业中炼制合金结构钢、不锈钢、耐热钢、

工具钢等特殊钢。我国作为世界 大钢铁生产和消费国，钢产量已接近全球产量的一

半。根据我国《钢铁工业“十二五”发展规划》，粗钢消费量、产量将继续保持增长

但增速将下降。对于钼行业来说，重要的是钢铁工业进入结构调整、产业升级的关键

时期，调整升级的重要内容之一是高强高韧、耐蚀长寿特钢和不锈钢等关键钢材品种

比重的增加及在高端钢材品种上实现对进口的替代。我国特钢产量约占钢产量的 6%

左右，与工业化国家 10%-20%的占比相比仍有较大发展空间。钢铁工业发展趋势特点

表明钼在我国钢铁工业中消费前景良好。分析世界钢铁行业的发展趋势，主要国家为

避免低端同质化竞争，将专注于更高端产品的开发和技术研究。高端特殊钢材产品开

发和技术研究，将对钼的应用起到进一步推动作用。 

 国务院《关于加快培育和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决定》着重提出要积极发展高

品质特殊钢、新型合金材料等先进结构材料。工信部制定的《新材料产业“十二五”

发展规划》明确提出重点发展高纯稀有金属及靶材，大规格钼电极、高品质钼丝、钨

钼大型板材和制件等高技术含量深加工材料；并提出重点建设陕西西安、云南昆明稀

有金属材料综合产业基地的区域布局规划，对我国钼消费及产业升级将起到重要的推

动作用。特别是公司地处西安，在钼金属材料发展方面将面临更多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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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钼供应来看，近年来新探明钼资源储量增长较快，世界一些主要钼矿山正在实

施增产或复产计划，预期全球钼供应量仍将保持较快增长，2012 年钼市场将延续供大

于求的态势。 

综合以上分析，我们认为，2012 年尽管世界经济仍面临着较多困难，然而钼作为

特殊钢和新型合金材料的重要元素，其消费量仍将保持较快增长；但由于钼供给的快

速增加，供大于求的状况仍将延续，钼价格或继续窄幅震荡运行态势。 

2、未来公司发展的风险因素 

（1）世界经济陷入衰退的风险。经济复苏进程中的风险因素依然较多，西方主

要国家陷入衰退的风险依然存在。这些风险因素会增加钼市场波动的风险。 

（2）通胀影响及矿产资源税政策调整导致成本上升的风险以及人民币汇率进一

步上升的可能，将对公司经营业绩造成影响。 

（3）2012 年中国与美欧及其他新兴市场国家贸易战加剧的风险，可能对公司出

口业务带来一定影响。 

3、2012 年度主要经营计划及目标 

   公司未来发展的战略定位是：在钼产业领域纵向一体化发展，致力于成为全球主要

的钼炉料和钼化工产品供应商及全球 大的钼金属产品供应商；在非钼矿业领域积极探

索，谋求相关多元化发展，将公司打造成为全球领先的以钼为主的大型综合性矿业公司。 

为推进公司战略目标的实现，根据今年经济及行业形势，立足于公司业务经营状

况，确定 2012 年度经营计划目标为：实现营业收入 83 亿元，净利润 7.6 亿元。上述

目标基于对钼价格较为乐观的预期。由于在具体测算中影响财务假设成立的因素较

多，尤其是产品价格的波动，年终实现财务数据将以公司 2012 年度财务决算和审计

报告为准。 

为实现 2012 年度经营目标，重点做好以下工作：（1）充分发挥产能，增强规模

优势。计划生产钼精矿折合钼金属量约 1.6 万吨，比上年实际产量增加 2699 吨；生产

焙烧钼精矿（含 57%钼）32400 吨、钼铁（含 60%钼）14500 吨、钼化工产品（实物

量）11350 吨、钼金属及其制品 3300 吨、硫酸（98%）40 万吨、发电量 7100 万千瓦·时.。

（2）生产经营管理着力抓好“一石二鸟”。“一石”即“对标管理”，对标市场需求加

对标世界一流强企；“二鸟”即“质量、成本”。通过对标管理达到提质量、降成本的

目的，提高产品在市场的竞争力。（3）强化“科技引领”作用。充分发挥国家级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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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中心、博士后科研工作站、省院士专家工作站和陕西省“创新型试点企业”的平

台优势，依托“产学研”联合模式，加速钼产业链高端、终端产品研发及成果转化，

加快产业升级、结构调整步伐；扩大自有知识产权数量和规模，争取年申请专利 15

项以上；加强技术经济情报信息工作，紧盯行业前沿技术，积极开展技术交流、合作

及与下游重点用户的联合试验，提高引进、消化吸收和自主创新能力。（4）强化对市

场的认知和前瞻分析、把握机会的营销运作能力；维护、巩固、优化现有客户，积极

开拓新产品、新用户市场；学习借鉴国际先进金属贸易商的经验和模式，不断提升市

场份额以及对钼市场供应链的影响力。2012 年根据新产品研发成果及市场需求状况，

要向市场推出不少于 4 种新产品；实现交易额在 2000 万元以上的客户数量增长不低

于 10%。（5）加大工作力度积极推进对外部资源及具有深加工优势企业的并购合作。

（6）抓紧、抓实、抓好项目建设。新增 2 万吨/年钼铁、6500 吨钼酸铵/年等重大技

改项目加快实施进度；金钼汝阳公司采选扩能、金堆城尾矿库等重大建设项目要突破

瓶颈，确保完成年度计划；同时牢固树立安全环保、节能降耗和投入产出理念，使项

目建设又好又快。（7）切实提高人力资源管理水平。加大对高、精、尖专业人才的培

养、引进；努力完善人力资源配置、激励约束机制；建立 “文化、安全、技能”培

训长效机制，充分发挥人力资源管理对公司发展的保障能力。（8）加强企业文化建设。

营造改革发展、实干创新，重视知识、技术和质量、成本，坚持绿色、清洁、安全、

精细化生产的良好文化氛围。（9）全面推进内控体系建设，加强风险管理，提高经营

效益。 

§6 财务报告 

6.1 与 近一期年度报告相比，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具体

说明 

报告期公司无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的变更事项。 

6.2 重大会计差错的内容、更正金额、原因及其影响 

报告期公司无重大会计差错的更正事项。 

6.3 与 近一期年度报告相比，合并范围发生变化的具体说明 

经公司 2010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报告期内公司出资 5亿元人民币设立了全

资子公司金堆城钼业贸易有限公司, 因此公司合并范围发生变化。 

6.4 董事会、监事会对会计师事务所“非标准审计报告”的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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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年度中磊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为公司出具了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 

 

 

董事长：张继祥 

金堆城钼业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一二年三月十六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