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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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无半年度利润分配预案或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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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鹏欣资源 600490 中科合臣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储越江 章瑾 

电话 021-61677397 021-61677397 

办公地址 上海市虹桥路2188弄41号楼 上海市虹桥路2188弄41号楼 

电子信箱 chuyuejiang@pengxinzy.com.cn zhangjin@pengxinzy.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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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593,934,242.34 8,272,723,705.09 15.9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资产 
6,384,760,957.44 5,455,275,574.85 17.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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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4,332,833.07 487,818,595.02 -143.94 

营业收入 9,759,178,743.64 6,200,965,665.87 57.3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 
338,702,557.29 173,839,887.37 94.8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 

20,006,094.34 144,526,072.71 -86.16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

益率（%） 
5.63 3.16 增加2.47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

股） 
0.1552 0.0902 72.06 

稀释每股收益（元／

股） 
0.1552 0.0902 72.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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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1,692 

截止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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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鹏欣（集团）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18.74 415,858,727 192,733,727 质押 405,348,975 

姜照柏 境内自然人 6.23 138,166,058 137,666,058 质押 138,166,058 

西藏智冠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4.11 91,183,431 91,183,431 质押 91,183,431 

姜雷 境内自然人 3.72 82,599,635 82,599,635 质押 82,000,000 

上海逸合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3.61 80,000,000 80,000,000 质押 80,000,000 

张华伟 境内自然人 3.39 75,245,000 0 质押 75,245,000 

谈意道 境内自然人 3.38 75,000,000 0 质押 74,000,000 

前海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自有资金 
境内非国有法人 2.73 60,592,480 0 无 0 

国开装备制造产业投资基金

有限责任公司 
国有法人 2.42 53,667,262 53,667,262 无 0 

上海鹏欣农业投资（集团）

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2.03 45,000,000 0 无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公司第一大股东上海鹏欣（集团）有限公司和西藏智冠投

资管理有限公司、上海鹏欣农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是一致

行动人；姜照柏为公司实际控制人，姜雷是其一致行动人；鹏

欣环球资源股份有限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为公司回购事项

开立的专项账户。公司未知除上述外的其他股东是否存在关联

关系或是否为一致行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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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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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 年上半年铜价呈现先扬后抑趋势。一季度由于全球铜精矿供应端偏紧格局、国内冶炼规

模持续扩张叠加废铜供应持续收紧，基本面对铜价仍有一定支撑。此外中美贸易局势改善的消息

带动资金持续净流入推动一季度铜价持续上扬。二季度以后铜精矿加工费进一步走低，表明全球

铜精矿供应紧张格局在延续，叠加在 4 月传统消费旺季，推动铜价到达 2019 年上半年高位。进入

5 月份后，中国铜市需求相对疲弱，叠加中美贸易局势风云突变，导致伦铜一路下行至 5740 美元

/吨。6 月在美联储降息预期作用下，美元高位回落，加上中美贸易紧张利空被市场逐渐消化，铜

价止跌后小幅反弹。2019 年上半年，LME 当月期铜和三个月期铜平均价分别为 6167 美元/吨和

6175 美元/吨，同比分别下跌 10.82%和 11.13%。 

下半年，国外铜矿供应扰动加大，铜冶炼加工费继续保持低位，铜库存持续去化，此外 9 月

份开始，国内将进入下半年的消费旺季，市场对于下半年房地产竣工以及电力投资依然有所期待，

基本面上对于铜价仍是中性偏乐观，预计铜价有一定的价格支撑。 

2019 年年初至 8 月中旬 LME 铜价格走势（美元/吨） 

 

数据来源：wind 

由于全球风险事件增多及政局不稳定性，黄金作为避险工具，价格得到支撑，上半年 Comex

黄金价格上涨幅度约 10%。2018 年底在美联储完成加息周期的最后一次加息后，伴随着贸易摩擦

的紧张局势，金价不断走高，在 2019 年 2 月底达到 1350 美元附近随后进行盘整。5 月中下旬，

中美谈判破裂，美国经济衰退预期更加强烈，市场预期美联储货币政策即将转向降息阶段，金价

开始一波快速的拉升，截止 8 月 15 日，Comex 黄金收盘价为 1531 美元/盎司，相比年初上涨了约



19%。 

上半年金价一路走高，最高上涨至 1545 美元/盎司附近，创下六年来新高，从 2019 年上半年

总体情况上来看，由于对于经济下滑的担忧严重，全球央行开启降息周期的趋势愈发明显，金价

仍存在较强的价格支撑，下半年或仍然有上行的空间。 

  2019 年年初至 8 月中旬 Comex 黄金价格走势（美元/盎司） 

 

                                                                数据来源：wind 

在 2019 年上半年大部分时间里，钴价处于下滑趋势，一季度价格延续跌势，3 月由于新能源

汽车退补带来的抢装效益提振了钴市场，3 月钴价阶段性触底，4 月出现了短暂的上扬行情，然而

市场供应充足的情况仍没有改变，下游积极采购的持续性动力不足，4 月底开始价格再次掉头向

下。欧洲标准级金属钴价格从年初的 22.5-24.55 美元/磅走低至 7 月底的 12.01-12.75 美元/磅，跌

幅约 45%。 

8 月初钴价开始转向，8 月上旬，嘉能可公布计划年底暂停全球最大钴矿 Mutanda 的生产，

受此消息影响钴价回弹力度较大。当前钴价底部明显，9 月即将进入动力电池开工旺季，下游补

库需求和贸易商囤货意愿上升，预计下半年钴价有一定程度回调。 

      2019 年年初至 8 月中旬钴金属价格走势图（美元/磅） 

 

                                                           数据来源：antaike 

2019年上半年在公司董事会的领导下，公司不断夯实矿业生产、新能源、贸易和金融四大业

务体系，同时建立起与之匹配的组织架构和制度体系，为公司可持续发展打下坚实的基础。公司

秉承“忠诚、担当、实干、协作、进取”的核心价值观，坚守“以股东价值最大化为基础，实现

公司、员工、社会共生发展”的公司使命，贯彻“集聚社会资本，开发自然资源，发展高新技术，

平衡全球市场，为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做出贡献”的经营宗旨，通过 “产业加金融、投资加并购、

内生式增长加外延式扩张”的发展路径，依托各个业务板块实现公司业务规模超常规发展和核心

竞争力显著提升。 



报告期内实现营业收入 97.59 亿元人民币，同比增加 57.38%；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 3.38 亿元人民币，同比增加 94.84%。公司以矿业生产为基础，大力发展新能源、贸易、金融

等业务，继续深化业务转型升级工作，现已取得一定成效，报告期内公司取得以下经营成果：  

矿山生产方面，公司 2019 年上半年生产电积铜 1.76 万吨，同比增长 8.63%。公司始终贯彻“安

全第一,预防为主、综合治理”的安全工作方针，2019 年上半年 SMCO 无重大安全事故。此外，SMCO

铜钴生产线技改项目已经进入土建安装施工阶段。同时，新铜钴线正在试生产阶段。2019 年上半

年 CAPM 开采黄金矿石量约 8678 吨，实现黄金销售 16 公斤，同时完成 7 号井维修招标工作并顺

利启动。 

新能源方面，公司参股设立了上海鹏珀新能源发展有限公司，承接新型能源材料产业链相关

的矿业资源和关键材料的投资、开发和运营，目前公司的组织架构已搭建完毕，新能源材料前驱

体项目正在稳步推进中。 

贸易业务方面，2019年上半年贸易工作取得了显著成果，贸易额为人民币88.87亿元，同比增

长68.54%。贸易品种除主营业务阴极铜、白银、铝以外，还增加了橡胶、锡、锰、铬等多个品种，

贸易规模显著增大，并形成了稳定的客户群；同时加强了贸易平台建设及风险控制，完善人才梯

队规划与建设，为做大做强贸易产业打下坚实基础。 

金融业务方面，在报告期内完成各项金融业务，满足公司多元化金融需求，包括管理光启技

术质押融资，授信渠道开发与维护，配合完成公司定向增发募集资金及部分自有资金理财规划，

部分投资项目的投后管理等；在业务开展的同时，积累了多家金融机构的合作关系，为公司储备

项目的推进、后期业务开展奠定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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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财政部于 2017 年颁布了修订后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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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7 号--金融工具列报》三项会计准则，并要

求单独在境内上市的企业自 2019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根据新旧准则衔接规定，公司无需重述前期

可比数。本次会计政策变更已经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四十五次会议及第六届监事会第二十五次会

议审议通过，公司根据新准则，已于 2019 年 1 月 1 日起将前期划分为可供出售金融资产的股权投

资重分类到其他权益工具投资。 

2、财政部于 2019 年 4月 30 日发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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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企业财务报表格式进行调整，本次会计政策变更已经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

五十二次会议及第六届监事会第三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本次会计政策变更对公司 2018 年度财务

报表项目列报影响如下： 

（1）执行新金融工具准则对本期期初资产负债表（合并）相关项目影响如下： 

原列报报表项目及金额（元） 新列报报表项目及金额（元） 

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 42,668,430.42 
应收票据 

 

应收账款 42,668,430.42 

应付票据及应付账款 510,924,038.29 
应付票据 332,392,740.15 

应付账款 178,531,298.14 

（2）执行新金融工具准则对本期期初资产负债表（母公司）相关项目影响如下： 

原列报报表项目及金额（元） 新列报报表项目及金额（元） 



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 128,771,120.65 
应收票据 

 

应收账款 128,771,120.65 

应付票据及应付账款 809,616,489.92 
应付票据 713,662,740.15 

应付账款 95,953,749.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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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