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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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 2019 年 8 月 22 日召开的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以 2019 年 6 月 30 日

总股本 3,226,604,400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股利 0.40 元（含税）,共计派发现

金股利 12,906.42 万元，其余未分配利润 178,073.45 万元待以后年度分配。该分配方案尚需提交

2019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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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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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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993,133,938.32 15,583,298,854.55 2.6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资产 

13,318,875,621.41 13,025,953,367.17 2.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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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9,017,016.07 -347,463,831.69 不适用  

营业收入 4,537,006,487.51 4,195,090,975.74 8.1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 

272,422,880.22 148,517,130.19 83.4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 

256,318,434.92 122,392,951.26 109.42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

益率（%） 

2.02 1.16 增加0.86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

股） 

0.084 0.046 82.61 

稀释每股收益（元／

股） 

0.084 0.046 82.61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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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5,4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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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4 6,258.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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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境外法人 0.66 2,129.27 0 无 0 

太原钢铁（集团）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0.53 1,700.82 0 无 0 

莫常春 境内自然人 0.38 1,222.57 0 无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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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境内非国有法

人 

0.36 1,156.54 0 无 0 

中色(宁夏)东方集团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0.31 1,000 0 无 0 

张国清 境内自然人 0.20 641.79 0 无 0 

林秀增 境内自然人 0.16 523.75 0 无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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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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453,700.65 万元，完成年度经营计划目标的 50.41%，同比增

加 34,191.55 万元，上升 8.15%；实现利润总额 39,741.63 万元，同比增加 17,202.06 万元，上

升 76.32%；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27,242.29万元，同比增加 12,390.58万元，上升 83.43%。 

公司把握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着力推进产业结构调整和市场化运作能力提升，以深化改革

发展为持续动力，提升发展新动能，合理摆布“量本利”，提升发展质量和效率，紧贴市场发展，

深入推动改革，全力释放潜能，钼精矿、焙烧钼精矿、钼铁、钼板材产品产量均创历史新高，内

部市场化产销新机制有效建立，基础管理稳步夯实，总体呈现稳中有进、协调有序的发展态势。 

市场营销实现资源价值最大化。全面推行内部订单市场化，产销模式实现由“计划型”向“市

场型”的根本转变。营销战略纵深推进，渠道建设不断优化，重点战略客户产品销售占比在 60～

70%区间，以客户为中心的服务水平稳步提升，价格响应调整更为快速，产品营销组合更趋合理。

加大新产品推广和新客户开发，钼及钼合金正式获得国家军工装备承制资格，新六代靶材实现稳

定批量销售。 

生产组织保障得力。以内部订单市场化运行为契机，重构产销衔接新机制，汇集各类生产要

素向订单交付积聚，按订单生产的组织形式发生历史性转变，生产管理的市场意识、质量意识、

成本意识、经营意识、效益效率意识全面增强。 

科技研发深入推进。加强产学研合作和平台建设，难熔金属管材及其异型件制备技术研究中

心科研工作进入正常轨道。整合企业内外科创资源，“众创空间”项目正式启动。钼管材产品研发、

OLED 用超大规格钼溅射靶材研发、57%钼精矿降碳等各类重点研究项目按计划开展。一项成果获

得陕西有色科学技术一等奖 1 项。 

公司基础管理得以夯实。安全环保工作深入开展，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持续进行理念变革

和管理创新，深入落实安全生产责任体系。充分发挥安委会、环委会职能，推动层级管理、双重

预防、一线岗位联防互保等系列举措有效实施。全面质量管理全面推行，按照打造“百年老店”

的品质定位，建立健全公司全面质量管理体系。供应商管理体系建设不断加强，完成供应商管理

办法拟定，涵盖供应商准入、退出、分级管理、资格认定、年度评价及黑名单制度等规定。设备

保障能力进一步增强，“运检合一”深入实施，设备运转率和生产组织效率稳步提升。人力资源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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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持续优化，通过加强政策研究，积极寻求人员结构性优化通道。人才评价体系更加注重效能，

竞争择优的选人用人制度全面巩固，“老带新、师带徒”人才培养机制有效建立。经济运行质量稳

步提升，经营考核体系完成由“计划生产型”向“内部订单市场型”转变，保障了内部市场化正

常运行。财务和投资管理水平进一步提高，财务管理向业务管理和经营管理延伸，滚动预算管理、

成本精细化管理持续推进。审计监察有效开展，经营合规性稳步提高。优化内控管理，内控关注

点向工程建设、大宗物资及设备采购、招投标、大额资金使用等重点事项、重要环节聚焦。两化

融合加快实施，充分整合利用内部资源，取得国家两化融合管理体系证书。法律事务管理进一步

强化，通过加强源头风险防控，法务工作参与重大经营活动深度和广度加大，促进经营管理行为

法治化。资本市场运行规范，金钼股份股票被纳入富时罗素中国指数体系。钼行业联络作用有效

发挥，强化与政府、行业、企业间的沟通联系，发挥行业联盟作用，组织开展行业活动，加大产

销领域互动，探索整合钼行业信息平台资源，推进行业良性竞争和有序发展。 

改革发展向纵深推进。围绕改革发展目标，坚持市场化改革方向，以市场竞争机制有效建立、

企业发展源动力全面激发为重点，以业务流程优化、管理绩效提升为抓手，聚焦人事薪酬、经营

机制转变、管控方式转型等关键要素，以问题为导向，坚持效率效益优先、兼顾公平稳定，统筹

推进改革发展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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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财政部于 2019 年 4 月 30 日发布《财政部关于修订印发 2019 年度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

通知》（财会〔2019〕6 号），要求执行《企业会计准则》的非金融企业应按照《企业会计准则》

编制 2019 年度中期财务报表和年度财务报表及以后期间的财务报表。按照上述规定，公司对原会

计政策进行相应变更，并按以上文件规定的起始日开始执行。具体情况如下： 

1、资产负债表将原“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项目拆分为“应收票据”和“应收账款”二个项

目；资产负债表将原“应付票据及应付账款”项目拆分为“应付票据”和“应付账款”二个项目。 

2、此项会计政策变更采用追溯调整法，2018 年度财务报表受影响的报表项目和金额如下： 

单位：元币种：人民币 

原列报报表项目和金额 新列报报表项目和金额 

应收票据及应

收账款 
1,600,202,676.69 

应收票据 1,201,768,497.58 

应收账款 398,434,179.11 

应付票据及应

付账款 
690,397,663.52 

应付票据  

应付账款 690,397,663.52 

3、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是对资产负债表列报项目及其内容做出的调整，仅对公司财务报表项

目列示产生影响，对公司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不产生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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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 预测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期末的累计净利润可能为亏损或者与上年同期相比发生大幅度变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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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警示及说明。 

√适用  □不适用 

2019 年上半年公司主要钼产品价格回暖，成交价格同比均有所上升，影响上半年归属于上市

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同比增加 12,390.58 万元。预计下半年价格与上半年持平，预计从年初至下一报

告期期末的累计净利润与上年同期相比将略有增加，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董事长：程方方 

董事会批准报送日期：2019 年 8 月 22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