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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0878                               证券简称：云南铜业                    公告编号：2019-075 

云南铜业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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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异议声明 

姓名 职务 内容和原因 

声明 

除下列董事外，其他董事亲自出席了审议本次半年报的董事会会议 

未亲自出席董事姓名 未亲自出席董事职务 未亲自出席会议原因 被委托人姓名 

田永忠 董事长 因公务出差 王冲 

吴国红 董事 因公务出差 黄云静 

杨新国 董事 因公务出差 王冲 

于定明 独立董事 因公务出差 尹晓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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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云南铜业 股票代码 0008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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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韩锦根 孙萍 

办公地址 云南省昆明市人民东路 111 号 云南省昆明市人民东路 111 号 

电话 0871-63175929 0871-63106735，0871-63106792 

电子信箱 hjg@chncopper.com 3377381083@qq.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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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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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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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653,897,620.64 20,209,913,397.38 20,210,678,702.58 26.9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377,151,410.00 262,360,085.27 263,340,106.82 43.2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的净利润（元） 
309,288,472.96 234,568,209.28 233,588,187.73 32.41%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1,968,496,245.35 88,954,651.82 257,230,700.29 665.26%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2219 0.1852 0.1859 19.37%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2219 0.1852 0.1859 19.37%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4.77% 4.41% 4.00% 0.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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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9,148,789,442.85 37,264,471,128.46 37,264,471,128.46 5.0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8,110,612,075.58 7,692,189,693.32 7,692,189,693.32 5.44% 

因2018年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云南迪庆有色金属有限责任公司和中国云铜（澳大利亚）投资开发有限公司，追溯调整上年同

期财务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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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7,4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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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云南铜业（集

团）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37.51% 637,469,718 0   

中央企业贫困

地区产业投资

基金股份有限

公司 

国有法人 3.93% 66,844,919 66,844,919   

国新央企运营

投资基金管理

（广州）有限公

司－国新央企

运营（广州）投

资基金（有限合

伙） 

境内非国有法

人 
3.93% 66,844,919 66,844,919   

迪庆藏族自治

州开发投资集

团 

国有法人 3.40% 57,714,511 57,714,511   

华能国际电力

开发公司 
国有法人 1.89% 32,085,561 32,085,561   

华能澜沧江水

电股份有限公

司 

国有法人 1.89% 32,085,561 32,085,561   

深圳金汇期货 国有法人 1.57% 26,737,967 26,737,9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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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纪有限公司 

中国大唐集团

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1.18% 20,000,000 0   

UBS AG 境外法人 0.98% 16,671,102 0   

#周志勇 境内自然人 0.79% 13,497,566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

的说明 

据公司已知资料，本公司控股股东云铜集团与其他股东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亦非一致行

动人。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

明（如有） 

1.周志勇通过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 12,115,266 股，合计

持有公司股票 13,497,5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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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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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中美贸易战和铜价走弱的持续影响，公司强基固本，依法依规做好公司内控基础管理，充分发挥党建

引领作用，提升生产经营管理水平，公司生产经营保持稳中向好的态势，产品产量、企业效益完成预定目标，新建项目顺利

投产，运营稳定。 

2019年上半年，公司深入推进精益生产组织及技术进步，产品产量大幅提升。实现矿山自产铜金属含量42,882吨，同比

增长6.97%；电解铜459,570吨，同比增长39.82%；黄金5,525千克，同比增长90.52%；白银273,123千克，同比增长33.63%；

硫酸162.715万吨，同比增长50.66%；钢球9,726吨，同比增长34.43%；钯84千克，同比增长61.52%；碲2399千克，同比增长

21.16%。 

       2019年上半年，实现营业收入256.54亿元，同比增长26.93%，利润总额6.39亿元，同比增长49.45%；归属于母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3.77亿元，同比增长43.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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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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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017年，财政部颁布了修订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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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套期保值》以及《企业会计准则第37号——

金融工具列报》（统称“新金融工具准则”）。 

公司自2019年1月1日起执行新金融工具准则，并按新金融工具准则的要求列报金融工具相关信息，不

对比较财务报表追溯调整，上述会计政策变更已经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 

会计政策变更的内容和原因 2019年1月1日受影响的报表项目名称和金额 

适用财政部颁布了修订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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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套期保值》以及《企业会计准则第37号——

金融工具列报》 

期初交易性金融资产增加130,263,154.56元； 

期初衍生金融资产增加5,811,014.68元； 

期初其他流动资产减少5,811,014.68元； 

期初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减少162,534,654.56元； 

期初其他非流动金融资产增加32,271,500.00元； 

期初交易性金融负债增加4,843,741.81元； 

期初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负债减少

4,843,741.81元； 

本期其他综合收益增加69,736,840.32元； 

本期未分配利润减少69,736,840.32元； 

（2）财政部于2019年颁布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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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董事会审议，公司按照上述通知编制2019年半年度财务报表，并对相应财务报表项目进行调整如

下： 

会计政策变更的内容和原因 受影响的报表项目名称 2018年12月31日影响金额 

公司将应收票据及应收款项目分别对应应

收票据、应收账款 

应收账款 343,457,985.25 

应收票据 32,183,587.40 

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 -375,641,572.65 

公司将应付票据及应付款项目分别对应应

付票据、应付账款 

应付账款 3,570,467,022.38 

应付票据 1,601,663,242.80 

应付票据及应付账款 -5,172,130,265.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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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名称 备注 

中铜国际贸易集团有限公司 注1 

注1：为进一步促进本公司营销工作提质增效，充分发挥营销的优势作用，形成合力面对市场挑战，

增强行业竞争力，结合当前市场形势及实际情况，本公司与中国铜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国铜业”）共

同投资设立中铜国际贸易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铜国贸”）。 

中铜国贸注册资本金为60,000万元。其中：云南铜业出资30,000万元，占50%；中国铜业出资30,000万元，

占50%。公司设立地为上海自贸区。中铜国贸成立后，纳入云南铜业合并报表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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