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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0426                               证券简称：兴业矿业                        公告编号：2016-47 

内蒙古兴业矿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5 年年度报告摘要 

一、重要提示 

    本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年度报告全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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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报告全文。 

声明： 

    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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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董事全部亲自出席了审议本次年报的董事会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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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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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办公地址 
内蒙古赤峰市新城区玉龙大街 76 号兴业

大厦 

内蒙古赤峰市新城区玉龙大街76号兴业大

厦 

传真 0476－8833383 0476－8833383 

电话 0476－8833387 0476－88333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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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公司的主营业务为有色金属采选及冶炼。其中上市公司自身为控股型公司，不从事采矿和

冶炼生产业务，下属子公司双源有色主营业务为有色金属冶炼和销售（目前处于技术改造阶

段），下属兴业投资、亿通矿业目前尚未开展业务，下属兴业贸易为公司销售有色金属矿产

品及采购部分原材料，其余子公司的主营业务为有色金属采选和销售。 

    公司的主要产品是锌精粉、铁精粉以及铅精粉，同时还根据所开采矿石的伴生金属情况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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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铋精粉和钨精粉等产品。公司除上述正在开采的矿区之外，还通过子公司拥有铜、金银、

铅锌等多项有色金属矿的探矿权储备。 

三、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1、近三年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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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位：人民币元 

 2015 年 
2014 年 

本年比上年

增减 
2013 年 

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后 调整前 调整后 

营业收入（元） 829,713,412.53 1,159,387,326.29 1,159,387,326.29 -28.44% 826,904,500.12 826,904,500.1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元） 
-24,844,335.40 161,807,438.01 161,059,816.91 -115.43% 67,783,992.55 67,044,242.4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

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元） 

-24,617,686.37 30,899,529.47 30,899,529.47 -179.67% 70,078,448.55 70,078,448.55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净额（元） 
-46,885,522.14 -194,546,349.96 -195,890,662.82 76.07% 31,961,820.26 30,380,751.41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208 0.1355 0.1349 -115.42% 0.0704 0.0696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208 0.1355 0.1349 -115.42% 0.0704 0.0696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0.90% 5.81% 5.72% -6.62% 3.92% 3.85% 

 2015 年末 
2014 年末 

本年末比上

年末增减 
2013 年末 

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后 调整前 调整后 

总资产（元） 4,074,247,149.92 3,932,942,135.82 4,039,193,360.84 0.87% 4,712,678,852.64 4,798,607,243.0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资产（元） 
2,697,949,754.46 2,752,836,620.25 2,784,994,421.64 -3.13% 2,738,532,733.84 2,771,438,156.33 

会计政策变更的原因及会计差错更正的情况 

2、分季度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人民币元 

 第一季度 第二季度 第三季度 第四季度 

营业收入 226,795,987.45 273,161,421.35 180,641,641.66 149,114,362.0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7,838,644.45 12,381,392.92 1,766,658.34 -46,831,031.1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8,769,203.27 9,982,638.66 1,727,702.67 -45,097,230.97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4,556,676.59 -5,577,786.39 -18,130,107.06 -18,620,952.10 

上述财务指标或其加总数是否与公司已披露季度报告、半年度报告相关财务指标存在重大差异 

□ 是 √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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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股本及股东情况 

1、普通股股东和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数量及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

股股东总数 
45,397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一个

月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48,126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

的优先股股东总数 
0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一个月末表

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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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4,200,086 46,082,948 质押 360,285,292 

甘肃西北矿业集团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15.44% 184,331,798 184,331,798 质押 184,331,798 

赤峰富龙公用（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国有法人 11.70% 139,638,194    

新疆鑫泰益众股权投资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1.65% 19,747,000    

常州京江通汇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人 1.16% 13,863,626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方产业

活力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0.59% 7,000,000    

宏源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0.56% 6,648,524    

中国证券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0.52% 6,258,572    

中国建设银行－南方盛元红利股票

型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0.42% 5,000,000    

王祥福 境内自然人 0.33% 3,910,73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在前十名股东和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中，公司控股股东内蒙古兴业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与其他股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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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未知其他股东相互之

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知其相互间是否属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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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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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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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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1、报告期经营情况简介 

      2015年，面对严峻的市场考验和艰苦的经营环境，我国经济增速放缓，有色金属以及大

宗商品价格大幅下跌。面对行业低迷的发展态势，公司管理层在广大股东的支持下，按照董

事会制定的发展战略和计划，优化管理，充分调动全体员工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努力实现降

本增效，稳固主营业绩，实现了公司的健康运营和平稳发展。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82,971.34万元，比去年同期下降28.44%；实现利润总额

-2,606.19万元，比去年同期下降115.88%；净利润-2,484.95万元，比去年同期下降115.73%。 

2、报告期内主营业务是否存在重大变化 

□ 是 √ 否  

3、占公司主营业务收入或主营业务利润 10%以上的产品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产品名称 营业收入 营业利润 毛利率 
营业收入比上年

同期增减 

营业利润比上年

同期增减 

毛利率比上年同

期增减 

锌精粉 476,422,407.61 204,330,033.58 42.89% 29.54% 26.23% -1.12% 

电解铜 172,542,947.98 2,548,349.45 1.48% 100.00% 100.00% 1.48% 



                              内蒙古兴业矿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5 年年度报告摘要 

5 

铁精粉 123,537,571.84 55,944,004.47 45.29% -42.89% -36.20% 4.75% 

4、是否存在需要特别关注的经营季节性或周期性特征 

□ 是 √ 否  

5、报告期内营业收入、营业成本、归属于上市公司普通股股东的净利润总额或者构成较前一报告期发生

重大变化的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报告期内，营业收入本期数较上期数减少28.44%，营业成本本期数较上期数减少37.08%，

主要原因：报告期公司子公司兴业贸易商品贸易销售额同比减少所致。归属于上市公司普通

股股东的净利润本期数较上期数减少115.43%，主要原因：上年同期公司子公司锡林矿业持有

储源矿业51%的股权转让所致。 

6、面临暂停上市和终止上市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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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会计政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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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本期合并报表范围增加 

                                                        单位：人民币元 

单位名称 期末净资产 

(2015年12月31日) 

本期净利润 

(合并日至会计期末) 

赤峰荣邦矿业有限责任公司 30,252,851.69 -503,477.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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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重要提示
	二、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三、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1、近三年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2、分季度主要会计数据

	四、股本及股东情况
	1、普通股股东和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数量及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2、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10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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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1、报告期经营情况简介
	2、报告期内主营业务是否存在重大变化
	3、占公司主营业务收入或主营业务利润10%以上的产品情况
	4、是否存在需要特别关注的经营季节性或周期性特征
	5、报告期内营业收入、营业成本、归属于上市公司普通股股东的净利润总额或者构成较前一报告期发生重大变化的说明
	6、面临暂停上市和终止上市情况

	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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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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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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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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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