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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0688                           证券简称：国城矿业                         公告编号：2019-053 

国城矿业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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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全体董事均亲自出席了审议本次半年报的董事会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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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城矿业 股票代码 0006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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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商华军 方 燕 

办公地址 
北京市丰台区南四环西路 188号 16区 19

号楼 16 层 

北京市丰台区南四环西路 188号 16区 19

号楼 16 层 

电话 010-57090095 010-57090086 

电子信箱 536506315@qq.com 46330343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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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元） 558,321,023.77  687,416,734.61  -18.7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154,848,800.28  256,152,946.90  -39.5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的净利润（元） 
111,721,349.99  258,922,441.07  -56.85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207,633,798.67  410,349,028.02  -49.40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362  0.2252  -39.52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362  0.2252  -39.52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6.40% 11.15% -4.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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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年比上年增减（%） 

总资产（元） 2,723,957,931.88  2,623,890,941.64  3.8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2,239,370,485.34  2,341,455,842.04  -4.36 

 

注：①营业收入与上年同期相比下降 18.78%，下降的主要原因是主要产品销售价格同比下降所致； 

   ②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同比下降 39.55%，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同比下降

56.85%，主要系本期主要产品平均售价同比下降导致主营业务利润下降所致； 

    ③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同比下降 49.40%，主要系报告期主要产品销售价格下降，导致销售商品提供劳务收到

的现金同比减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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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074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

先股股东总数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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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甘肃建新实业集团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40.99% 466,139,241  质押 366,000,000 

浙江国城控股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32.99% 375,160,511  质押 375,046,900 

重庆市涪陵国有资产投资经

营集团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0.88% 10,000,000    

李娜 境内自然人 0.50% 5,732,732    

北京融亨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融亨合壹稳健三号证券私

募投资基金 

其他 0.38% 4,347,700    

朱苗琴 境内自然人 0.34% 3,852,506    

张烺杰 境内自然人 0.34% 3,839,600    

经岚艽 境内自然人 0.34% 3,822,029    

粟炼 境内自然人 0.30% 3,456,800    

北京融亨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融亨合壹一号证券私募投

资基金 

其他 0.28% 3,229,581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除国城集团现持有建新集团 100%股权为关联关系外，公司未能获知上述其他股东间是否存

在关联关系以及是否为一致行动人。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明（如有） 
前 10 名股东中除建新集团、国城集团及重庆市涪陵国有资产投资经营集团有限公司持股为

普通账户持股外，其他股东均为信用账户持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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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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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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 年上半年，全球经济趋弱、国际贸易纷争不断，公司所处的有色金属行业，报告期内铅、锌价高位回落逐步走低，

与上年同期相比下降幅度较大。面对复杂多变的经济环境，公司经营层围绕董事会确定的发展战略，密切关注市场动态，紧

盯全年经营目标，稳步推进各项生产经营工作。一方面，公司认真做好现有矿山的经营管理、资源勘查、技术改造，确保生

产经营稳定；另一方面，积极谋求进入资源综合利用行业，延伸公司产业链，发展循环经济。同时，积极寻求潜在优质矿业

并购标的，加大资源储备力度，提升公司核心竞争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 

    （一）上半年总体经营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累计开采铅锌矿 121.02 万吨，铜矿石 12.05 万吨；累计处理铅锌矿 118.32 万吨，铜矿石 12.92 万吨；生

产锌精矿 27,461.35 金属吨，生产铅精矿 3,756.67 金属吨，生产铜精矿 1,285.95 金属吨，生产硫精矿 145,500.80 金属吨，生

产硫铁粉 149,064.48 吨，生产硫酸 69,159.00 吨，生产次铁精矿 68,431.00 吨。实现销售收入 55,832.10 万元，同比下降 18.78%；

实现利润总额 17,865.37 万元，同比减少 41.00%；实现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5,484.88 万元，同比减少 39.55%；实现

每股收益 0.1362 元。具体生产销售情况如下： 

  1、原矿开采和处理量同比变动情况 

                                                                                 单位：吨 

产品名称 
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期初库存 生产量 处理量 期末库存 期初库存 生产量 处理量 期末库存 

铅锌矿石 101,701.65  1,210,182.18  1,183,169.83  128,714.00  181,945.98  1,018,604.37  1,053,687.35  146,863.00  

铜矿石 8,881.00  120,540.00  129,210.00  211.00  38,409.00  95,339.00  113,617.00  20,131.00  

合计 110,582.65  1,330,722.18  1,312,379.83  128,925.00  220,354.98  1,113,943.37  1,167,304.35  166,994.00  

    2、主要产品产销量同比变动情况如下： 

                                                                                         单位：金属吨、吨 

产品名称 
生产量 销售量 

报告期 上年同期 同比增减（%） 报告期 上年同期 同比增减（%） 

铅精矿 3,756.67  4,061.59  -7.51  3,888.20  5,148.31  -24.48  

锌精矿 27,461.35  26,188.53  4.86  31,880.06  31,475.66  1.28  

铜精矿 1,285.95  1,357.76  -5.29  1,218.15  965.93  26.11  

硫精矿 145,500.80  194,303.45  -25.12  205,637.70  179,664.51  14.46  

硫铁粉 149,064.48  102,726.09  45.11  148,571.28  93,767.49  58.45  

硫酸 69,159.00  69,417.00  -0.37  65,948.52  69,463.14  -5.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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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铁精矿 68,431.00  68,258.00  0.25  67,987.70  36,895.87  84.27  

    （二）主要工作开展情况 

    1、把握生产主动权，强化生产组织 

    报告期内，公司统筹安排，精心组织生产，确保年度利润目标。通过加强调度指挥，提高设备运转率，实现采选高效联

动；通过加强生产能力调研，推进高效采矿方法试验，开展矿石质量专项整治等措施提质增效，促进生产任务的实现。 

    2、持续推进精细化，有效控制成本 

    报告期内，有色金属产品价格同比大幅下降，公司积极应对市场形势，持续开展“全流程精细化成本管控”、“从严治厂”，

挖潜增效。推进精细化采矿和班组成本核算，持续开展比技术指标、比单位成本、比技术创新等活动，降低变动成本；规范

供应采购管理，比质比价，降低采购成本。 

    3、加强深边探矿力度，确保公司可持续发展 

    报告期，公司通过强化探矿工程的合理布置，最大程度地提高探矿工程的实效性，力争在现有矿区获得找矿新突破，为

公司持续稳定发展提供资源保障，其中金鹏矿业地表探矿工作进展顺利，上半年完成 4km2 高精度磁测及 3 个钻孔探矿。 

    4、加强项目建设，增强持续发展能力 

    报告期内共完成投资 4,259.14 万元，各子公司重点工程项目稳步推进，东矿新增 100 万吨采选项目新建选厂已完工，新

建采厂已完成工程进度的 85.34%；临河新海 115%酸项目 5 月进入试生产阶段；中都矿产持续推进江山金铅锌矿 35 万吨/年

采选项目相关手续办理；国城资源硫钛铁资源循环综合利用项目立项完成，各类行政许可手续办理、基建工程、采购等工作

有序开展。 

    5、坚持安全不放松，环保不松懈 

    报告期内，公司安全环保形势总体平稳。公司采取了多项措施，并取得了较好的效果，牢固树立“安全生产、绿色发展”

理念，坚持“安全生产班前班会”，组织开展 “安全生产月”，持续强化安全环保教育培训，加大安全环保事故考核及责任

追究力度，提升全员安全环保意识。通过推进“双重预防机制”建设，既抓隐患排查又强化危险源管控，从源头辨识危险源、

管控风险；开展安全环保知识竞赛、纪念“6.5 世界环境日 ”等安全生产月活动，营造浓厚的安全生产氛围；全面落实企业

安全生产主体责任，筑牢“红线意识“和“底线思维”，提高全员安全生产和环境保护意识。 

    6、持续推进公司规范化运作，不断优化内控体系 

    报告期，公司不断优化内控体系，加强公司及子公司内控制度和流程的落实，严控经营成本和各项风险，不断加强信息

披露工作，完善公司法人治理结构，规范公司运作，切实维护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公司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经营

层职责明确，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勤勉尽责，确保了公司稳定、健康、持续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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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报告期依据财政部相关规定和要求对以下会计政策进行了变更，具体变更情况如下： 

①执行新金融工具准则导致的会计政策变更  

财政部于 2017 年 3 月 31 日分别发布了《企业会计准则第 22 号——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2017 年修订）》（财会【2017】

7 号）、《企业会计准则第 23 号——金融资产转移（2017 年修订）》（财会【2017】8 号）、《企业会计准则第 24 号——

套期会计（2017 年修订）》（财会【2017】9 号），于 2017 年 5 月 2 日发布了《企业会计准则第 37 号——金融工具列报（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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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修订）》（财会【2017】14 号）（上述准则以下统称“新金融工具准则”），并要求境内上市公司自 2019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 

2018 年 11 月 1 日，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本公司按照财政部规

定自 2019 年 1 月 1 日开始按照新修订的上述“新金融工具准则”进行会计处理。根据衔接规定，对可比期间信息不予调整，

首日执行新准则与现行准则的差异追溯调整本报告期期初未分配利润或其他综合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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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按照上

述通知编制 2019 年半年度财务报表。 

③财政部于 2019 年 5月 9日发布了《关于印发修订<企业会计准则第 7 号-非货币性资产交换>的通知》（财会[2019]8号），

于 2019 年 5 月 16 日发布了《关于印发修订<企业会计准则第 12 号-债务重组>的通知》（财会[2019]9 号），要求在所有执行

企业会计准则的企业范围内实施。按照文件规定，《企业会计准则第 7 号-非货币性资产交换》于 2019 年 6 月 10 日实施，《企

业会计准则第 12 号-债务重组》于 2019 年 6 月 17 日实施。 

上述变更未对会计政策变更之前公司总资产、负债总额、净资产及净利润产生重大影响。会计政策变更对公司财务状况、

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无重大影响。 

报告期，公司除变更上述会计政策外，无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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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告期纳入合并报表范围的子公司共 9 户，上一会计期间纳入合并报表范围的子公司为 5 户，具体变化情况如下： 

序

号 

上一会计期间合并范围 本报告期合并范围 

纳入合并范围子公司 变动原因 纳入合并范围子公司 变动原因 

1 内蒙古东升庙矿业有限责任公司   内蒙古东升庙矿业有限责任公司  

2 凤阳县金鹏矿业有限公司  凤阳县金鹏矿业有限公司  

3 凤阳县中都矿产开发服务有限公司  凤阳县中都矿产开发服务有限公司  

4 内蒙古临河新海有色金属冶炼有限公司  内蒙古临河新海有色金属冶炼有限公司  

5 西藏建元大通投资有限公司 
2018 年 10 月

24 日已注销 
内蒙古国城资源综合利用有限公司 

2018 年 12 月股

权收购 

6   北京国城嘉华科技有限公司 2018 年 8 月新设 

7   城铭瑞祥（上海）贸易有限公司 2019 年 1 月新设 

8   天津国瑞贸易有限公司 2019 年 3 月新设 

9   国城国际发展有限公司 2018 年 8 月新设 

                                                                             

国城矿业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吴城 

                                               2019 年 8 月 2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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