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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0630                   证券简称：铜陵有色                   公告编号：2019-037 

铜陵有色金属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一、重要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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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投资者应当到证监会指定媒体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文。 

本公司不存在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声明对本半年度报告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无法 

保证或存在异议的情形。 

本半年度报告中涉及未来展望及计划等前瞻性陈述，不构成公司对投资者的实质承诺，请投资者注意

投资风险。 

公司所有董事均出席了审议本次半年度报告的董事会会议。 

非标准审计意见提示 

□ 适用 √ 不适用  

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普通股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计划不派发现金红利，不送红股，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优先股利润分配预案 

□ 适用 √ 不适用  

二、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铜陵有色 股票代码 000630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吴和平 陈茁 

办公地址 安徽省铜陵市长江西路有色大院西楼 安徽省铜陵市长江西路有色大院西楼 

电话 0562-5860159 0562-5860149 

电子信箱 tlyswhp@126.com chenzhuojob@126.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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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主要财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追溯调整或重述原因 

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

增减 

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后 

营业收入（元） 46,859,478,870.56 40,721,640,432.42 40,713,924,979.95 15.0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413,875,483.03 412,122,620.93 413,123,950.94 0.1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的净利润（元） 
339,308,525.84 385,346,659.80 385,652,983.43 -12.02%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1,964,138,138.85 -709,862,140.37 -705,133,651.68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39 0.039 0.039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39 0.039 0.039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2.29% 2.36% 2.35% 下降了 0.06 个百分点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

末增减 

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后 

总资产（元） 48,554,076,782.87 46,986,176,118.08 46,986,176,118.08 3.3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17,931,687,350.83 17,928,085,686.15 17,928,085,686.15 0.02%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408,025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

股股东总数（如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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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铜陵有色金属

集团控股有限

公司 

国有法人 36.53% 3,845,746,464 64,981,949   

国华人寿保险

股份有限公司

－传统二号 

境内非国有法

人 
3.09% 324,909,747 324,909,747   

长江养老保险

股份有限公司

－铜陵有色员

工持股计划 

境内非国有法

人 
2.73% 287,189,263 287,189,263   

中国铁建投资

集团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1.71% 180,505,415 180,505,415   

长江养老保险

股份有限公司

－长江薪酬延

境内非国有法

人 
1.29% 135,839,9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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付集合型团体

养老保障管理

产品 

香港中央结算

有限公司 
境外法人 0.99% 103,880,564    

#吴灶才 境内自然人 0.83% 87,584,472    

#珠海横琴量行

投资管理有限

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0.69% 73,000,000    

上海彤关投资

管理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

人 
0.69% 72,202,166 72,202,166   

国华人寿保险

股份有限公司

－传统一号 

境内非国有法

人 
0.59% 62,047,654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

的说明 

前十名股东中铜陵有色员工持股计划、国华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传统二号、中国铁建

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上海彤关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通过参与非公开发行成为前

十名股东，股份限售期 36 个月，自 2017 年 1 月 18 日至 2020 年 1 月 18 日。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

明（如有） 

股东吴灶才通过信用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票 87,584,472 股；股东珠海横琴量行投资管理有

限公司通过信用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票 73,000,000 股。 

4、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控股股东报告期内变更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控股股东未发生变更。 

实际控制人报告期内变更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更。 

5、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 10 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6、公司债券情况 

公司是否存在公开发行并在证券交易所上市，且在半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未到期或到期未能全额兑付的公

司债券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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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1、报告期经营情况简介 

公司是否需要遵守特殊行业的披露要求 

否 

2019年上半年，全球经济贸易形势依然严峻，中美贸易关系持续摩擦，铜市场受宏观经济因素影响较

大，铜价呈现一定程度震荡下滑。铜矿供应扰动加大，铜精矿加工费走低；硫酸价格保持相对稳定；黄金、

白银价格持续走强。面对复杂多变的外部环境，公司坚持以新发展理念指导生产经营，加快培育发展新动

能，努力厚植发展新优势，全力降本增效，不断提高生产经营效率，提升公司盈利水平。 

上半年主要产品产量完成情况：自产铜精矿含铜量2.73万吨，同比增长4.20%；阴极铜70.76万吨,同

比增长8.84%；硫酸214.52万吨，同比增长8.24%；黄金5,138千克，同比增长10.52%；白银178.16吨，同

比增长3.36%；铁精矿18.36万吨、硫精矿35.50万吨、铁球团53.90万吨；铜加工材17.31万吨，同比增长

4.85%，其中：铜箔完成17,826吨，同比增长11.94%，铜板带完成22,376吨，同比增长3.37%，铜杆完成92,282

吨，同比增长8.08%。2019年上半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468.59亿元，利润总额71,176万元，归属于母公

司净利润为41,388万元；经营现金流净额19.64亿元；期末公司总资产485.54亿元，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净资产179.32亿元，资产负债率59.82%。 

 

2、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1）与上一会计期间财务报告相比，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适用  □不适用 

本公司自2019年1月1日起执行新金融工具准则。 

（2）报告期内发生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 

（3）与上一会计期间财务报告相比，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适用  □不适用  

公司本期注销孙公司金隆铜业（铜陵）协力保全有限公司，该公司不再纳入合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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铜陵有色金属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董事长签署：             

杨军 

 

 二O一九年八月二十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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