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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0426                            证券简称：兴业矿业                   公告编号：2015-23 

内蒙古兴业矿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4 年年度报告摘要 

1、重要提示 

本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年度报告全文，投资者欲了解详细内容，应当仔细阅读同时刊载于

深圳证券交易所网站等中国证监会指定网站上的年度报告全文。 

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兴业矿业 股票代码 0004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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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孙凯 张斌 

电话 0476－8833387 0476－8833387 

传真 0476－8833383 0476－8833383 

电子信箱 sunkai5611@vip.sina.com zhangbin197907@sohu.com 

2、主要财务数据和股东变化 

（1）主要财务数据 

公司是否因会计政策变更及会计差错更正等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2014 年 
2013 年 

本年比上
年增减 

2012 年 

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后 调整前 调整后 

营业收入（元） 1,159,387,326.29 826,904,500.12 826,904,500.12 40.21% 884,503,067.74 884,503,067.7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元） 

161,807,438.01 69,406,334.67 67,783,992.55 138.71% 129,645,116.25 127,443,226.0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
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元） 

30,899,529.47 70,078,448.55 70,078,448.55 -55.91% 131,141,951.71 131,141,951.71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
额（元） 

-194,546,349.96 33,163,407.14 31,961,820.26 -708.68% 150,493,585.61 147,897,841.36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2711 0.1441 0.1407 92.68% 0.2691 0.2645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2711 0.1441 0.1407 92.68% 0.2691 0.2645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5.81% 4.04% 3.92% 1.89% 7.98% 7.79% 

 2014 年末 
2013 年末 

本年末比
上年末增

减 
2012 年末 

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后 调整前 调整后 

总资产（元） 3,932,942,135.82 4,257,847,847.53 4,712,678,852.64 -16.55% 3,325,557,016.29 3,779,534,261.8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
产（元） 

2,752,836,620.25 2,729,900,668.46 2,738,532,733.84 0.52% 1,686,464,555.06 1,696,718,962.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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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27,132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第 5 个交易日

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36,646 

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持股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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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蒙古兴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30.51% 182,100,043 44,160,043 质押 159,040,000 

甘肃西北矿业集团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15.44% 92,165,899 92,165,899   

赤峰富龙公用（集团）有限责

任公司 
国有法人 11.70% 69,819,097  质押 34,900,000 

兴业国际信托有限公司－兴业

泉州<2007-14 号>资金信托 
其他 1.65% 9,873,600    

宏源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其他 0.56% 3,324,262    

中国建设银行－南方盛元红利

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0.34% 1,999,978    

王祥福 境内自然人 0.33% 1,955,265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其他 0.29% 1,708,438    

郑建成 境内自然人 0.28% 1,643,934    

商浩 境内自然人 0.27% 1,632,087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公司控股股东内蒙古兴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与甘肃西北矿业集团有限公司及赤峰富

龙公用（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也不属于《上市公司收购管理

办法》中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明（如有） 
商浩通过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公司

1,632,087 股股份。 

（3）以方框图形式披露公司与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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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2014年，公司在宏观经济不景气、有色企业步履维艰的背景下，顺利完成年度经营计划。

面对严峻的考验和压力，公司深入分析经营管理面临的问题和困难，对内，不断提升技术创

新能力，努力提高生产质量，严抓安全管理，提升销售工作水平，加大绩效考核力度，全面

落实内控制度，加强生产过程中的监督监控，保证了经营目标的实现；对外，公司不断寻找

优质资源项目，扩大资源储备，拓宽融资渠道，加大融资力度，进一步提高资产质量，优化

资本结构，促进了公司的健康持续发展。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1,159,38.73万元，比去年同期上升40.21%；实现利润总额

16,508.84万元，比去年同期上升98.09%；归属母公司净利润16,180.74万元，比去年同期上

升138.71%； 

4、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1）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2014年1月至6月，财政部发布了《企业会计准则第39号-公允价值计量》、《企业会计准

则第40号-合营安排》和《企业会计准则第41号-在其他主体中权益的披露》，修订了《企业

会计准则第2号-长期股权投资》、《企业会计准则第9号-职工薪酬》、《企业会计准则第30

号-财务报表列报》、《企业会计准则第33号-合并财务报表》和《企业会计准则第37号-金融

工具列报》，除《企业会计准则第37号-金融工具列报》在2014年年度及以后期间的财务报告

中施行外，上述其他准则于2014年7月1日（首次实行日）起实施。 

本公司按相关准则的规定进行了追溯调整，主要调整如下：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2号-长期股权投资》本公司对被投资单位不具有共同控制或重大

影响，并且在活跃市场中没有报价、公允价值不能可靠计量的投资从长期股权投资中分类至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核算。 

会计政策变更的内容和原因 审批程序 受影响的报表项目名称 影响金额 

对被投资单位不具有共同控制

或重大影响，并且在活跃市场中没有

报价、公允价值不能可靠计量的权益

投资的调整 

董事会审议 长期股权投资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74,097,429.42 

 

此外，本公司对在其他主体中权益在本年度财务报表中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41 号-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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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主体中权益的披露》规定的要求进行了披露，采用该准则不会对财务报表项目的确认和

计量产生重大影响。 

 除以上影响外，本公司管理层认为上述会计准则的采用未对本公司的财务报表产生重大

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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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本期合并报表范围增加 

                                                        单位：人民币元 

单位名称 期末净资产 

（2014年12月31日） 

本期净利润 

（合并日至会计期末） 

唐河时代矿业有限责任公司 420,103,085.20 -526,041.12 

 

本期合并报表范围减少 

单位名称 处置日账面净资产 

（2014年03月31日） 

本期净利润 

（期初至处置日） 

赤峰储源矿业有限责任公司 -9,990,138.16  
 

-6,324,148.15  
 

 

（4）董事会、监事会对会计师事务所本报告期“非标准审计报告”的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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