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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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出席董事情况 

未出席董事职务 未出席董事姓名 未出席董事的原因说明 被委托人姓名 

董事 徐勇 因公外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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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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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瑞矿业 600714 
山川股份、山川矿业、金瑞矿业、

*ST 金瑞、ST金瑞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李军颜 甘晨霞 

电话 0971-6321867 0971-6321653 

办公地址 青海省西宁市新宁路36号 青海省西宁市新宁路36号 

电子信箱 ljyjrky@163.com 18935607756@16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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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69,326,564.03 674,251,448.98 -0.7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615,721,996.15 615,682,965.28 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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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311,261.02 40,626,454.68 -122.92 

营业收入 62,003,652.72 90,113,530.41 -31.1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412,631.82 1,836,041.82 -122.4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657,505.52 1,559,719.45 -142.16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0.07 0.29 减少0.36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01 0.006 -116.67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01 0.006 -116.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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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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8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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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青海省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42.50 122,467,041 0 冻结 122,467,041 

青海省金星矿业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14.55 41,938,670 0 未知  

国网青海省电力公司 国有法人 5.24 15,102,577 0 未知  

王敬春 境内自然人 1.53 4,423,013 0 未知  

董伟 境内自然人 1.46 4,220,400 0 未知  

周筱珊 境内自然人 0.48 1,390,000 0 未知  

刘琪 境内自然人 0.38 1,090,000 0 未知  

张少光 境内自然人 0.33 954,600 0 未知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

任公司 
未知 0.33 954,000 0 未知  

刘琳 境内自然人 0.32 920,000 0 未知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

行动的说明 

前 10名股东中的第 2名股东为第 1名股东的控股子公司。第 1名股东

持有第 2 名股东 40%的股份，与其他股东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公司未知

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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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 年上半年，受新冠疫情及国内外多种复杂因素影响，国内经济下行压力持续。锶盐行业

整体竞争加剧，原材料采购困难、下游客户需求低迷、产品库存增加及价格持续下降等多重压力

挤压企业利润。受此影响，公司主营业务产品销售价格持续走低，金属锶及铝锶合金产品产销量

大幅减少，造成营业收入同比下降，整体经营业绩出现大幅下滑。 

面对复杂的外部宏观经济环境和持续增大的企业经营压力，公司经营层紧紧围绕年度经营计

划，在认真落实各项防疫要求，做好疫情防控、确保员工安全健康的前提下，积极有序地组织了

生产经营各项活动，确保了企业平稳运行。报告期内，公司持续强化安全环保管理工作，不断提

高员工安全生产意识，抓严抓实安全检查、隐患排查等基础工作，确保公司安全生产、绿色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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紧盯下游市场需求，合理组织生产，发挥企业自身优势，加大对产品结构的调整和营销模式的转

变，加快市场拓展力度，采用多元化营销手段提升产品销量；持续开展“管理创新、技术创新”

专项活动，严格落实各项计划管控，积极推进技术改造升级，不断提高生产效率，降本增效。 

（一）报告期主要产品产销量情况 

单位：吨、万元 

产品 

产量 销量 

2020 年 1-6 月 2019 年 1-6 月 同比增减 2020 年 1-6 月 2019 年 1-6 月 同比增减 

碳酸锶 9381 7652 22.60% 6,322 5727 10.39% 

硫磺 2,009 1585 26.75% 1,949 1585 22.97% 

亚硫酸纳 1,708 1314 29.98% 1,678 1333 25.88% 

金属锶 714 340 110% 569 150 279.33% 

铝锶合金 345 355 -2.82% 419 204 105.39% 

注：公司金属锶与铝锶合金项目于 2019 年 5 月正式投产，上年同期生产周期为两个月。本期

因下游需求大幅减少，造成实际金属锶与铝锶合金产品产销量大幅下降。 

（二）公司整体经营情况分析 

报告期内，公司锶盐业务实现营业收入 6,124.79 万元，同比上涨 26.34%；公司累计实现营业

收入 6,200.37 万元，同比下降 31.19%；实现利润总额-1.64 万元，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41.26 万元，同比下降 122.47%。下降的主要原因：1）庆龙新材料金属锶与铝锶合金产品本

期下游需求减少，销售价格持续走低（较上年同期分别下降 25.61%、4.57%），导致产品产销量大

幅下降，单位成本居高，造成亏损；2）庆龙锶盐净利润较上年同期大幅下降，主要系碳酸锶、硫

磺等主营产品销售均价较上年同期分别下降 13.54 %、39.68 %；3)本期原材料天青石进口采购数

量增加且采购单价较上年同期上涨 26.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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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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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董事长： 任小坤 

青海金瑞矿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 8 月 22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