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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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期内，公司不进行利润分配或公积金转增股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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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驰宏锌锗 600497 -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王小强 李珺 

电话 0874-8966698 0874-8979579 

办公地址 
云南省曲靖市经济技术开发区

驰宏锌锗战略与资本运营中心 

云南省曲靖市经济技术开发区

驰宏锌锗战略与资本运营中心 

电子信箱 wxq@chxz.com chxzlijun@12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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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551,852,190.35 32,803,131,436.59 -3.8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14,439,864,507.28 13,804,393,455.78 4.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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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36,937,944.25 1,747,096,939.39 -12.03 

营业收入 10,341,157,631.13 9,161,014,133.95 12.8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731,677,569.48 544,628,178.43 34.3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727,155,298.29 532,948,108.50 36.44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5.1718 5.9909 减少0.8191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437 0.1264 13.69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437 0.1264 13.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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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5,320 

截止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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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质押或冻结的股份

数量 

云南冶金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38.19 1,944,142,784 285,132,382 质押 941,542,682 

苏庭宝 境内自然人 7.77 395,576,832 0 质押 160,000,000 

华能贵诚信托有限公司－华

能信托悦晟 1号单一资金信托 

其他 4.00 203,665,987 203,665,987 未知   

珠海金润中泽投资中心 （有

限合伙） 

其他 3.20 162,932,790 162,932,790 未知 162,932,790 

国华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分红一号 

其他 2.11 107,332,624 0 未知   

郑积华 其他 1.20 61,099,796 61,099,796 未知 61,090,000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任 

公司 

其他 0.89 45,142,600 0 未知 0 

李维明 境内自然人 0.76 38,825,880 0 未知 0 

云南驰宏锌锗股份有限公司 

－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 

其他 0.75 38,012,529 38,012,529 无   

国华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传统二号 

其他 0.60 30,549,898 30,549,898 未知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国有法人股股东云南冶金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为公司的

控股股东，与 其他股东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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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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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位:亿元  币种:人民币 

债券名称 简称 代码 发行日 到期日 
债券
余额 

利率
（%） 

云南驰宏锌锗股份有限公

司 2016年非公开发行公司

债券（第一期）品种一 

16 驰宏 01 145095 2016 年 10 月 27 日 2019 年 10 月 28 日 9 4.9 

云南驰宏锌锗股份有限公

司 2016年非公开发行公司

债券（第一期）品种二 

16 驰宏 02 145096 2016 年 10 月 27 日 2019 年 10 月 28 日 1 5.2 



反映发行人偿债能力的指标： 

√适用□不适用  

主要指标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资产负债率 46.60 50.57 

 本报告期（1-6月） 上年同期 

EBITDA 利息保障倍数 6.72 3.72 

关于逾期债项的说明 

□适用√不适用  

三、 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2018年上半年，全球贸易争端不断升级，市场避险情绪持续，经济协同复苏风险

加大，基本金属等大宗商品价格受到较强压制。伦铅呈高位回落、后期又触底反弹的

格局，沪铅受环保因素影响，整体呈先抑后扬的趋势。锌价受美股暴跌、美元预期走

高、特朗普贸易政策等因素影响，呈阶梯式下跌格局。面对复杂的市场环境和激烈的

行业竞争，公司紧紧围绕“严党建、激活力、提质量、促升级”的年度发展主题，坚

持对内严控生产过程，对外严格对标先进，产品产量稳步提升，顺利实现时间过半、

任务过半。 

本报告期，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103.41亿元，同比增长 12.88%，实现利润总额 9.69

亿元，同比增长 41.19%，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净利润 7.32亿元，同比增长 34.34%。

累计完成铅锌精炼产品 24.91万吨，同比增长 9.21%，生产经营业绩创历史同期新高。 

1、强化生产管控，产品产量稳步提升 

2018年公司计划产出精矿含铅锌金属 37.5 万吨，精炼铅锌总量 45.4万吨，其中：

电锌 28.9万吨、锌合金 9万吨、电铅 7.5万吨。本报告期实际产出铅锌金属量 17.09

万吨，其中，铅金属量 4.64万吨，锌金属量 12.45万吨。产出锗精矿含锗 21.8吨。

铅锌精炼产品实际完成 24.91 万吨，其中，铅锭 3.98 万吨、锌锭 17.21 万吨、锌合

金 3.72万吨。产出锗精矿含锗 21.8吨，银产品 33.84吨，黄金 5.26千克，硫酸 28.27

万吨。 

 

 

 

 

 

 

 



 

 

2、强化责任落实，提升安全环保优势 

报告期内，公司严格履行安全生产职责，抓牢安全风险防控，安全生产形势整体

可控，为公司持续健康发展提供坚实保障。环境保护方面，通过强化责任落实，加强

排查整治，突出源头防控、过程监管、末端治理等措施，实现环境污染事故和突发环

境事件为零，废水、废气外排污染物 100%达标，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在排污许可范围

内；固废安全处置率 100%，未受到政府各类行政处罚，环保指标全部按目标完成，公

司安全环保优势进一步提升。 

3、加强依法治企，保证合规经营 

公司坚持全面从严依法治企，完善风险防控机制，加强经营合规性建设。报告期

内，公司重点关注违规经营投资责任追究，强化依法合规经营绩效考核，从优化合同

管理、纠纷管理、母子公司管控、混合所有制企业治理、加强法制宣传等方面持续深

入开展依法治企，不断健全阳光、公开、透明的工作机制。 

3.1 主营业务分析 

3.1.1财务报表相关科目变动分析表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科目 本期数 上年同期数 变动比例（%） 

营业收入 10,341,157,631.13 9,161,014,133.95 12.88 

营业成本 8,500,533,497.83 7,517,166,880.07 13.08 

销售费用 34,893,122.97 19,785,486.26 76.36 

管理费用 431,059,180.67 382,578,985.52 12.67 

财务费用 315,677,472.88 452,732,008.60 -30.27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536,937,944.25 1,747,096,939.39 -12.03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558,499,166.76 -291,893,178.29 -91.34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278,978,772.13 -1,572,976,473.16 -44.88 

研发支出 52,338,698.09 25,928,323.22 101.86 

营业收入变动原因说明:主要系本期自产产品销量增加、主要产品销售价格较上年



同期上升所致。 

营业成本变动原因说明:主要系本期自产冶炼锌产品产量及销量增加所致。 

销售费用变动原因说明:主要系本期锌合金产品结算模式变化，运输费增加所致。 

管理费用变动原因说明:主要系本期公司环境治理费用较上年同期增加所致。 

财务费用变动原因说明:主要系本期带息负债较上年同期有较大幅度下降，利息支

出同比减少所致。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变动原因说明:主要系本期经营业绩有较大提升，缴

纳的各项税费较上年同期上升所致。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变动原因说明:主要系本期工程项目、找探矿等购建

长期资产的资金支出较上年同期增加 3.22 亿元所致。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变动原因说明:主要系本期新增带息债务比上年同

期减少 7.29 亿元所致。 

研发支出变动原因说明:主要系本期加大研发项目投入所致。 

3.1.2公司利润构成或利润来源发生重大变动的详细说明 

本报告期，公司主产品铅锌价格上涨及公司增加自产铅锌冶炼产品销售量，使本

报告期公司利润涨幅较大。 

3.1.3 资产及负债状况 

单位：元 

项目名称 本期期末数 

本期期
末数占
总资产
的比例
（%） 

上期期末数 

上期期
末数占
总资产
的比例
（%） 

本期期末
金额较上
期期末变
动比例（%） 

情况说明 

货币资金 1,563,051,794.20 4.95 2,843,877,090.48 8.67 -45.04 
主要系本期偿还带息负债

和支付工程项目支出所致。 

应收票据 161,810,653.32 0.51 118,866,490.42 0.36 36.13 

主要系本期公司锌合金产

品销量增加，收取应收票据

同比增加所致。 

应收账款 172,652,574.53 0.55 34,372,374.76 0.10 402.30 

一是因本期锌合金产品销

量增加、结算模式调整所

致；二是因销售会泽冶炼分

公司闲置房产形成 6000 万

元合同约定未到期应收账

款所致。 

其他应收款 246,790,797.30 0.78 380,886,518.74 1.16 -35.21 
主要系本期收回套期保值

期货业务保证金所致。 

开发支出 50,671,428.67 0.16 23,928,749.85 0.07 111.76 
主要系本期加大研发项目

投入所致。 

应付票据 170,000,000.00 0.54 0.00   
主要系本期加大票据融资、

开立银行承兑汇票所致。 

预收款项 273,076,982.34 0.87 201,214,526.68 0.61% 35.71 
主要系本期公司预收货款

增加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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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云南驰宏锌锗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孙勇 

2018 年 8 月 17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