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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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告期内公司不进行利润分配和公积金转增股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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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宏达矿业 600532 *ST华科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顾铁军 高欣 

电话 021-68813390 021-68813390 

办公地址 上海市浦东新区银城中路488

号太平金融大厦2302室 

上海市浦东新区银城中路488

号太平金融大厦2302室 

电子信箱 info@hdky600532.com info@hdky60053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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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26,515,163.80 3,025,834,749.27 3.3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资产 

1,786,376,778.31 1,827,533,692.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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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06,276,592.43 35,031,789.55 -2,401.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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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流量净额 

营业收入 919,153,285.22 365,146,069.83 151.7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 

-41,078,517.86 -24,945,361.86 不适用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 

-42,622,284.84 -26,973,775.20 不适用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

益率（%） 

-2.27 -1.32 减少0.95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

股） 

-0.08 -0.05 不适用 

稀释每股收益（元／

股） 

-0.08 -0.05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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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4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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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晶茨投资管理有限公

司 

境内非

国有法

人 

26.19 135,142,264 0 冻结 135,142,264 

崔之火 境内自

然人 

6.10 31,478,744 0 冻结 31,478,744 

冯美娟 境内自

然人 

4.03 20,804,049 20,804,049 无 0 

上海中能企业发展（集团）

有限公司 

境内非

国有法

人 

3.87 19,971,887 19,971,887 质押 19,971,887 

苏州嘉禾亿创业投资中心

（有限合伙） 

境内非

国有法

人 

3.23 16,643,239 16,643,239 无 0 

上海圣瀚创业投资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 

境内非

国有法

人 

3.23 16,643,239 16,643,239 质押 16,640,000 

陈晓晖 境内自

然人 

2.42 12,482,429 12,482,429 无 0 

国通信托有限责任公司－

国通信托·紫金 8号集合

资金信托计划 

境内非

国有法

人 

2.26 11,682,488 0 无 0 

淄博宏达矿业有限公司 境内非 2.16 11,143,058 0 冻结 11,143,0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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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有法

人 

国民信托有限公司－金鹰

25号证券投资集合资金信

托计划 

境内非

国有法

人 

1.74 9,002,100 0 无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

明 

上海晶茨为公司的控股股东，崔之火先生为上海晶茨的

法定代表人，除此之外，公司未知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

联关系，也未知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属于《上市公司持股变动

信息披露管理办法》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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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控股股东名称 上海晶茨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新实际控制人名称 俞倪荣、谢雨彤 

变更日期 2018年 1月 18日 

指定网站查询索引及日期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18 年 1 月在上海

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和公

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上海证券报》、《中

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披

露的 2018-006号公告及相关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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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年上半年，随着年初基建等相关行业的回暖复苏，基础设施建设对钢材的需求量增大，

钢铁价格有所回升，刺激了铁矿石价格短期内的小幅上涨，但此后一段时间，受到针对钢厂环保

限产政策的影响和七月下游钢材需求淡季的不确定性，大部分钢厂无意再提高对于铁矿石的补库

需求，铁矿石价格失去了上涨的刚性驱动因素。 

2018年 5月，全国生铁产量环比增加 738万吨，而铁矿石进口环比增加 1,122 万吨，远远超

过生铁增产的需求，这表明了国内铁矿石市场供大于求的态势依然严峻。2018 年 6 月 15 日，美

国宣布对从中国进口的 500 亿美元、涉及 1,102种商品加征 25%关税，其中包括与中国制造 2025

年计划有关的钢铁产品，上述政策将对我国直接出口或间接出口的钢铁产品造成影响，后期钢铁

产品将面临较大出口压力，从而导致国内各大钢厂减少对铁矿石需求量，造成铁矿石价格下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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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上述铁矿石行业发展现状，公司报告期内按照年初制定的目标和战略，在有效控制经营

风险的同时，保证了公司主业的平稳运行。截至 2018年 6月 30日，公司总资产 312,651.52万元，

同比增加 12.34%；净资产 178,637.68万元，同比减少 5.07%；实现营业收入 91,915.33万元，同

比增加 151.72%；实现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4,262.23万元。报告期内，公司主要经营情

况如下： 

（一）公司紧紧围绕年初制定的经营战略，审慎评估经营管理中面临的相关风险，保障了主

营业务的平稳运行。报告期内，公司及全资子公司分别增加了供应链管理，金属材料及制品、橡

塑制品、化工原料及产品（除危险化学品、监控化学品、民用爆炸物品、易制毒化学品、烟花爆

竹）、机电设备及配件、食用农产品的销售，货物运输代理，仓储、装卸服务（除危险品），煤炭

经营等业务，上述业务为公司带来营业收入 89,582万元，公司参股公司金鼎矿业报告期内实现营

业收入 17,539.66万元，同比减少 36.35%，为公司带来投资收益 909.99万元,同比减少 62.03%。 

（二）公司全资子公司东平宏达及潍坊万宝因铁矿石品位较低，开采成本高，长期处于亏损

状态，为了防止亏损面扩大，有效控制生产成本，2016年初至本报告期末，公司上述两家全资子

公司采矿业务一直处于停产状态。 

按照山东省淄博市临淄区政府办公室通知，为深入贯彻落实《京津冀及周边地区 2017-2018

年秋冬季大气污染综合治理攻坚行动方案》(环大气〔2017〕110 号)、《淄博市 2017 年度工业企

业冬季错峰生产调控措施实施方案》（淄政办字〔2017〕120号）相关政策，要求临淄区相关工业

企业停止生产工作，具体内容详见公司 2018-014号公告。根据相关政府部门的减排通知，为实现

在规定时间内停止排放，停止运输，原材物料密闭储存，厂区清洁无积尘的要求，公司全资子公

司临淄宏达于 2018年 2月 1日起正式停产，具体内容及进展情况详见公司 2018-017号、2018-021

号公告。报告期内，临淄宏达已恢复生产。 

（三）2017年 1月，公司与悦乾投资共同对宏啸科技进行增资，本公司以自有资金向宏啸科

技累计增资人民币 8.1 亿元，持有宏啸科技 30%的股权。2017年 1月 17日，宏啸科技等交易相关

方签订了《股份收购协议》，通过宏啸科技收购美国 MIVIP HEALTHCARE HOLDINGS, LLC 公司（以

下简称“标的公司”）80%股权，交易对价预计为全额现金支付不超过 30,000万美元。后交易相关

方积极推进该投资项目进展，完成了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CFIUS）审查和美国反垄断审查（HSR），

并将首付款 1.12亿美元划至境外双方共管账户，关于上述本公司参股公司对外投资的具体内容及

相关进展情况，详见本公司 2017-001号、2017-012 号、2017-046号、2017-056 号公告。 

2018年 1月 8日，本公司参股公司宏啸科技已经完成标的公司股权交割等相关工作。股权交

割完成后，宏啸科技合计持有美国 MIVIP HEALTHCARE HOLDINGS, LLC公司 80%股权。因本公司持

有宏啸科技 30%股权，因此，本公司通过宏啸科技间接持有美国 MIVIP HEALTHCARE HOLDINGS, LLC

公司 24%股权，具体内容详见本公司 2018-001号公告。 

报告期内，宏啸科技实现营业收入 44,133.08万元，为公司带来投资收益 2,171.99万元（未

经审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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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宏达矿业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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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长：俞倪荣           

董事会批准报送日期：2018年 8月 22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