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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重要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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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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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出席董事情况 

未出席董事职务 未出席董事姓名 未出席董事的原因说明 被委托人姓名 

董事 汪小明 工作原因 程方方 

4 大信会计师事务所为本公司出具了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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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年 4月 9 日召开的公司第 4届董事会第 18次会议审议通过，以 2019年 12月 3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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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0元（含税）,共计派发现

金股利 96,798.13万元，其余未分配利润 92,842.34 万元待以后年度分配。该分配方案尚需提交

2019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二 公司基本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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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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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电话 029 - 88320076 029 - 88320019 

电子信箱 jdc@jdcmoly.com jdc@jdcmoly.com 

 

2 报告期公司主要业务简介 

公司是行业领先的钼产品供应商，主要从事钼系列产品的生产、销售、研发及钼相关产品贸

易经营业务，致力于打造中国钼工业“航母”，创建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世界一流钼工业企业，积极

推动钼产业高质量可持续发展。报告期内，公司聚焦钼主业发展，专注于做大做强，深入推进产

业技术升级，提升发展质量，用心写好“主钼”这篇大文章。 



经过多年的市场深耕细作，契合自身及市场需求，公司逐步形成了产业经营、资本运营、产

融结合发展的经营模式，主要以自产为主，钼的来料加工和外委加工为支撑，钼相关产品经营贸

易为延展，贯穿于钼流转领域的各个环节，构建了“钼+”为主的外延式发展架构。 

2019 年，《MW》氧化钼均价 11.4 美元/磅钼，同比下降 4.36%。钼铁均价 11.7 万元/吨，同

比下降 0.93%。钼市场经过多年的洗礼及供给侧深刻改革，行业企业生产经营集中度不断提高，

企业大型化、专业化进一步增强。同时受益于国内产业结构升级，含钼较高的高品质不锈钢将持

续增长，有望进一步提升钼的需求量，钼价有望稳步上涨，行业发展趋势向好。 

3 公司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3.1 近 3 年的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2019年 2018年 

本年比上年 

增减(%) 
2017年 

总资产 15,292,026,867.05 15,583,298,854.55 -1.87 15,922,149,963.68 

营业收入 9,151,479,191.07 8,778,435,930.03 4.25 10,206,051,860.84 

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净利

润 

568,927,501.46 381,362,334.15 49.18 107,274,126.51 

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扣除

非经常性损益

的净利润 

548,599,509.40 349,572,866.45 56.93 50,724,717.43 

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净资

产 

13,131,830,363.97 13,025,953,367.17 0.81 12,752,660,254.93 

经营活动产生

的现金流量净

额 

1,464,775,179.08 401,986,453.07 264.38 391,157,133.52 

基本每股收益

（元／股） 

0.18 0.12 50.00 0.03 

稀释每股收益

（元／股） 

0.18 0.12 50.00 0.03 

加权平均净资

产收益率（%

） 

4.33 2.96 增加1.37个百

分点 

0.84 

 

3.2 报告期分季度的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元币种：人民币 

 
第一季度 

（1-3 月份） 

第二季度 

（4-6 月份） 

第三季度 

（7-9 月份） 

第四季度 

（10-12 月份） 

营业收入 2,198,585,446.22 2,338,421,041.29 2,185,799,867.87 2,428,672,835.6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 
77,683,856.52 194,739,023.70 173,964,772.53 122,539,848.7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后的净利润 

72,453,134.55 183,865,300.37 169,711,816.17 122,569,258.31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126,612,362.80 122,404,653.27 613,222,519.29 602,535,643.72 

 

季度数据与已披露定期报告数据差异说明 

□适用√不适用 

4 股本及股东情况 

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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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止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87,510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末的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91,885 

前 10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全称） 

报告期内增

减 
期末持股数量 

比例

(%) 

持有

有限

售条

件的

股份

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

况 

股东 

性质 股份 

状态 
数量 

金堆城钼业集团有限

公司 

0 2,419,450,040 74.98 0 无 0 国有

法人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

司 

85,827,577 95,009,520 2.94 0 无 0 境外

法人 

中国证券金融股份有

限公司 

0 62,588,107 1.94 0 无 0 国有

法人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

限责任公司 

0 25,640,600 0.79 0 无 0 国有

法人 

太原钢铁（集团）有

限公司 

543,200 17,217,952 0.53 0 无 0 国有

法人 

莫常春 300,000 12,525,676 0.39 0 无 0 境内

自然

人 

阿布达比投资局 10,752,960 10,752,960 0.33 0 无 0 境外

法人 

中色（宁夏）东方集

团有限公司 

0 10,000,000 0.31 0 无 0 国有

法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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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34,079 9,542,079 0.30 0 无 0 境内

非国

有法

人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建信中证 500指

数增强型证券投资基

金 

7,636,107 7,636,107 0.24 0 无 0 境内

非国

有法

人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

明 

无 

 

4.2 公司与控股股东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的方框图 

√适用□不适用 

 

 

4.3 公司与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的方框图 

√适用□不适用 

 

4.4 报告期末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 10 名股东情况 

□适用  √不适用  

5 公司债券情况 

□适用  √不适用  

三 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1 报告期内主要经营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总收入 915,147.92万元，完成年度经营计划目标的 101.67%，同比

增加 37,304.33 万元，上升 4.25%；利润总额 78,534.73 万元，同比增加 17,920.01 万元，上升

29.56%；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56,892.75万元，同比增加 18,879.15万元，上升 49.18%。 

市场效益实现最大化。通过抢抓市场机遇，纵深推进营销战略，合理布局产品市场，市场占有率

稳步提升，公司产品市场份额达到全球的 11%，国内市场份额达到 26%。炉料产品国内市场占有率



同比提升 4%，化工产品实现长期合同全线提价，靶材产品销售同比增长 222%。 

生产运行保障能力进一步增强。公司推动管理方式转变，以内部订单市场化为契机，重构产

销衔接新机制，生产管理逐步实现由“计划型”向“市场型、监控督导型和服务支持型”转变。

融合 6S管理、对标管理成果经验，深入开展精益管理，金钼特色生产管理体系日臻完善。 

科技研发支撑力进一步增强。加强产学研合作，加快平台建设，公司获评陕西省“创新方法

应用优秀单位”，难熔金属材料省级“众创空间”项目正式启动，铼金属粉末制备关键工艺研究取

得实质性突破。全年获批专利 24项，顺利通过“国家知识产权优势企业”考核和知识产权体系认

证年审，获评陕西省第六批技术创新示范企业。两化融合稳步推进，完成体系贯标，取得国家两

化融合管理体系证书。 

重点项目建设有序推进。金堆城钼矿总体采矿升级改造项目完成投资 2.45亿元，取得项目建

设用地产权证，完成西川排土场工程勘察和高陡边坡在线监测系统升级改造，各子项工程均按计

划实施。金堆城钼矿总体选矿升级改造项目，完成选矿厂厂址初勘招标和地形图内部测绘验收，

已进入立项审批阶段。 

公司基础管理水平持续提升。推动安全环保理念变革和管理创新，实施安全环保深度治理。

全面质量管理深入推进,建立并推行全员质量责任制，主导参与制定国家、行业和团体标准 11项。

人力资源管理持续优化，干部绩效考核评价、员工培训改革、岗位技能鉴定等多措并举。经济运

行质量稳步提升，推行全范围精准考核，经营考核体系完成了由“计划生产型”向“内部订单市

场型”转变。财务管理更加规范，全面预算管理深入推进、滚动预算管理刚性执行、成本精细化

管理成效显现，财务管理向业务管理和经营管理有效延伸，全方位成本管控能力巩固提升。合规

经营明显提质，聚焦重点事项、关键环节，内控管理得以持续优化。法律事务开展更加高效，法

务工作参与重大经营活动的深度广度不断延伸。资本市场管理运行更加规范，公司市值维护持续

加强。金钼股份股票被纳入明晟（MSCI）、富时罗素、标普新兴市场指数体系。宣传企化富有成效，

“金钼股份”微信公众平台正式运行。 

公司三年改革发展取得丰硕成果。改革发展的目标、路径、方法更加清晰，市场化运营机制

初步建立，劳动生产率稳步提高，员工工作积极性和企业创新活力有效激发,企业盈利能力显著增

强，社会贡献持续加大，公司综合竞争能力和发展实力持续增强。报告期内，公司改革政策执行

坚定有力，人事用工、薪酬分配和机构职能“三项机制”持续优化，全面预算管理、全面质量管

理和全方位成本管控“三个全面”强力推行，机关职能、经济运行方式和管控方式“三个转变”

持续变革。改革重点难点事项取得明显突破:一是公司投资参股吉林天池钼业迈出实质性步伐。二



是钼行业联络作用有效发挥，钼产品即将享受资源税率从 11%降到 8%的产品。三是破解了硫精矿

机械脱水的历史性难题，实现了清洁环保生产。四是成功举办第二届“钼与钢国际论坛”，拓展了

钼及高端含钼钢的应用研究。 

 

2 导致暂停上市的原因 

□适用√不适用 

 

3 面临终止上市的情况和原因 

□适用√不适用 

 

4 公司对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变更原因及影响的分析说明 

√适用□不适用 

报告期内，公司董事会和监事会共审议通过了 3 次会计政策变更议案，具体如下： 

1、财政部于 2018 年 6 月 15 日发布了《财政部关于修订印发 2018 年度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

式的通知》（财会〔2018〕15 号），执行企业会计准则的企业应按照企业会计准则和该通知要求编

制 2018 年度及以后期间的财务报表。 

（1）资产负债表中“应收票据”和“应收账款”合并列示为“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应收

利息”和“应收股利”并入“其他应收款”列示；“应付票据”和“应付账款”合并列示为“应付

票据及应付账款”；“应付利息”和“应付股利”并入“其他应付款”列示。 

（2）在利润表中新增“研发费用”项目，将原“管理费用”中的研发费用重分类至“研发费

用”单独列示。 

此项会计政策变更采用追溯调整法，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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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98,606,302.18 应收票据及应收账

款 
1,244,124,808.50 

应收账款 345,518,506.32 

应收利息 17,408,668.49 
其他应收款 27,849,639.15 

其他应收款 10,440,970.66 

应付票据 253,936,229.34 应付票据及应付账

款 
814,771,083.98 

应付账款 560,834,854.64 

应付利息 1,824,025.35 
其他应付款 29,769,126.78 

其他应付款 27,945,101.43 

管理费用 298,287,868.11 
管理费用 251,074,641.09 

研发费用 47,213,227.02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是对资产负债表及利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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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财政部于 2017 年修订发布了《企业会计准则第 22 号—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企业会计

准则第 23 号—金融资产转移》《企业会计准则第 24 号—套期会计》《企业会计准则第 37 号—金融



工具列报》（上述四项准则以下简称“新金融工具准则”），要求在境内外同时上市的企业以及在境

外上市并采用国际财务报告准则或企业会计准则编制财务报告的企业，自 2018年 1月 1日起施行，

对于其他境内上市企业，要求自 2019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根据上述会计准则的修订及执行期限要

求，公司对会计政策相关内容进行调整，并自 2019 年 1 月 1 日起开始执行新金融工具准则。 

新金融工具准则修订内容主要包括：金融资产分类变更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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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

益的金融资产”三类。金融资产减值准备计提由“已发生损失法”改为“预期损失法”。 

公司自 2019 年 1 月 1 日起执行新金融工具准则。根据新金融工具准则中衔接规定相关要求，

公司不对比较财务报表进行追溯调整，仅对 2019 年期初留存收益或其他综合收益进行调整。执行

上述新金融工具准则预计不会对公司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产生重大影响。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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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情况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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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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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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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公司对重大会计差错更正原因及影响的分析说明 

□适用√不适用 

 

6 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对财务报表合并范围发生变化的，公司应当作出具体说明。 

□适用√不适用 

    

 董事长：程方方 

董事会批准报送日期：2020 年 4 月 9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