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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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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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株冶集团 600961 株冶火炬 

A股 上海证券交易所 *ST株冶 600961 株冶集团 

A股 上海证券交易所 株冶集团 600961 *ST株冶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陈湘军 李挥斥 

电话 0731-28392172 0731-28392172 

办公地址 湖南省株洲市石峰区清水塘 湖南省株洲市石峰区清水塘 

电子信箱 zytorch@torchcn.com zytorch@torchcn.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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885,118,372.56 6,977,669,896.30 -1.3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140,508,720.25 56,000,725.61 150.91 



东的净资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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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9,258,202.88 386,341,197.72 -53.60 

营业收入 7,279,837,069.89 4,188,962,285.05 73.7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 

94,018,880.12 -33,982,494.6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 

72,509,640.04 -69,197,697.89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

益率（%） 

  -101.26   

基本每股收益（元／

股） 

0.11 -0.06   

稀释每股收益（元／

股） 

0.11 -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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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7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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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株洲冶炼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国有法

人 

40.24 212,248,593 0 无 0 

湖南有色金属有限公司 国有法

人 

2.72 14,355,222 0 无 0 

湖南财信经济投资有限公司 国有法

人 

1.77 9,339,488 0 无 0 

唐四霞 境内自

然人 

1.61 8,512,385 0 无 0 

鞍钢股份有限公司 国有法

人 

0.88 4,631,600 0 无 0 

株洲市国有资产投资控股集

团有限公司 

国有法

人 

0.75 3,970,596 0 无 0 

曾仙英 境内自

然人 

0.68 3,586,510 0 无 0 

何冰 境内自

然人 

0.57 3,000,007 0 无 0 

冯伯楠 境内自 0.55 2,885,297 0 无 0 



然人 

谢文澄 境内自

然人 

0.54 2,854,622 0 无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上述股东中株洲冶炼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与湖南有色

金属有限公司保持一致行动关系。根据《股东协议》约

定，湖南有色金属有限公司作为上市公司的股东在行使

提案权、或在股东大会上行使表决权时，均将作为株洲

冶炼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的一致行动人，按照株洲冶炼集

团有限责任公司的意见行使。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

的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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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期内公司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按照三年滚动规划“增效益、

降成本、降杠杆、减包袱”总体部署，克服疫情影响，聚焦竞争力提升，深化改革抓融合，强化

契约抓落实，推动各项工作有条不紊开展，总体保持稳健经营。上半年，完成锌产量 22.9 万吨，

实现营业收入 72.8 亿元，实现利润总额 1.44 亿元，完成半年度目标任务，创近 10 年来最好业

绩。主要工作如下： 

（一）坚守安全环保底线，确保 HSE 风险可控 

报告期内公司持续做好常态化疫情防控措施，疫情防控成果持续巩固。紧密结合安全生产专

项整治三年行动计划，开展安全生产大检查、应急预案演练、安全警示教育培训、安全征文、亲

情文化宣教等一系列培训活动，严防生产安全事故发生，守牢安全生产底线。环保工作总体平稳，

三废实现达标排放。 

（二）聚焦主责主业，生产稳中有序 

2020 年春节新冠疫情突袭而来，公司上下众志成城，同心同德，抗疫情、盯目标、保生产、

促经营、创效益，报告期完成锌产量 22.9 万吨，株冶有色锌项目 11 项技术指标达到可研值，2

项指标超可研水平，生产成本总体可控。 

（三）经营工作全力创收创效 



     报告期内公司克服疫情对上下游供应链、水陆运输等影响，原料供应满足了生产需求，实现

了原料库存的有序控制；营销团队深挖市场增订单，研发团队积极开拓新合金品种，实现了产品

订单的稳步增长，期末产品库存完成控制目标。 

（四）严控债务规模，优化债务结构，财务指标逐步优化 

  报告期内公司加强资金管理，两金占用有效下降，计息债务控制在年初水平，资产负债率

较年初下降 2 个百分点；调整长短期贷款结构，短期借款占比较年初下降 9 个百分点；融资结构

明显改善，信用授信额度增加 7.9 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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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公司自 2020 年 1 月 1 日采用《企业会计准则第 14 号——收入》（财会〔2017〕22 号）相关规

定，该会计政策变更对合并及母公司财务报表列报的影响如下： 

（1）对合并财务报表的影响： 

会计政策变更的内容和原因 受影响的报表项目名称和金额 

将“预收款项”拆分为合同负债与其他

流动资产列示 

预收账款期末列示金额 0 元，期初列示金额 0 元；合同负债期末列示

金额 201,969,243.04 元,期初列示金额 210,351,256.25 元；其他流动负

债期末列示金额 26,256,001.60 元，期初列示金额 27,345,663.31 元。 

将“销售费用-运输费”调整到“主营

业务成本”列示 
本期主营业务成本中列示运输费 36,671,666.56 元。 

（1）对母公司财务报表的影响： 

会计政策变更的内容和原因 受影响的报表项目名称和金额 

将“预收款项”拆分为合同负债与其他

流动资产列示 

预收账款期末列示金额 0 元，期初列示金额 0 元；合同负债期末列示

金额 237,662,122.71 元,期初列示金额 229,436,828,27 元；其他流动负

债期末列示金额 30,896,075.95 元，期初列示金额 29,826,787.68 元。 

将“销售费用-运输费”调整到“主营

业务成本”列示 
本期主营业务成本中列示运输费 14,300,936.72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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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