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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0426                               证券简称：兴业矿业                      公告编号：2017-37 

内蒙古兴业矿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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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异议声明 

姓名 职务 内容和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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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下列董事外，其他董事亲自出席了审议本次年报的董事会会议 

未亲自出席董事姓名 未亲自出席董事职务 未亲自出席会议原因 被委托人姓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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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 是 √ 否  

公司经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的普通股利润分配预案为：以 1,868,500,557 为基数，向全体

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0.20 元（含税），送红股 0 股（含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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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公司基本情况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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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姜雅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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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yn_xyky@sin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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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公司的主营业务为有色金属及贵金属采选与冶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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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属子公司银漫矿业矿区圈定工业矿体共214条，截止2014年9月

30日，矿区内保有资源储量：6,360.22万吨，锌金属量111.33万吨、银金属量10,172.36吨、

铜金属量87,614.73吨、锡金属量24.35万吨、铅金属量35.07万吨，另伴生铟金属量1,070.77

吨、镉金属量9,908.62吨、锑金属量20.44万吨，尤其是白银储量，为国内最大单体银矿，年

采选白银193吨，亦是国内最大白银生产矿山；下属兴业投资2016年发起设立“兴业矿业1号

产业并购私募投资基金”，并于年内顺利完成基金发起设立、注册登记、对外投资、投后管

理、清算退出等全部工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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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属子公司双源有色主营业务为铅冶炼、贵金属回收和销售（将

与银漫矿业投产同步投入正式运营）；其余子公司的主营业务为有色金属采选和销售。 

报告期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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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白银、铜锡、铅锌等多个有色金属矿的探矿权储备。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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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6 年 
2015 年 

本年比上年

增减 
2014 年 

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后 调整前 调整后 

营业收入 865,709,634.32 829,713,412.53 829,713,412.53 4.34% 1,159,387,326.29 
1,159,387,326.2

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 
89,458,746.07 -24,844,335.40 -28,796,824.16 410.65% 161,059,816.91 134,139,628.6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

利润 

93,829,570.54 -24,617,686.37 -24,617,686.37 481.15% 30,899,529.47 30,899,529.47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量净额 
196,379,929.06 -46,885,522.14 -59,573,763.44 429.64% -195,890,662.82 -201,218,462.53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568 -0.0208 -0.0185 407.03% 0.1349 0.0860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568 -0.0208 -0.0185 407.03% 0.1349 0.086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3.12% -0.90% -1.03% 4.15% 5.72% 4.80% 

 2016 年末 2015 年末 
本年末比上

年末增减 
2014 年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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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后 调整前 调整后 

总资产 9,762,776,062.90 4,074,247,149.92 6,542,509,665.51 49.22% 4,039,193,360.84 
6,106,170,378.3

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资产 
4,864,492,161.94 2,697,949,754.46 2,744,245,177.43 77.26% 2,784,994,421.64 

2,748,467,475.5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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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2,116,573.01 166,392,526.19 264,714,342.90 362,486,192.2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3,733,627.97 27,146,914.84 73,368,584.75 -7,323,125.5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4,260,757.81 26,936,625.33 73,210,076.90 -2,056,373.88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0,679,099.93 1,161,440.48 8,232,755.91 176,306,632.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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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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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8,408 

年度报告披露日

前一个月末普通

股股东总数 

46,3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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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11% 556,075,350 237,958,212 质押 377,200,086 

甘肃西北矿业集团有限公

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10.64% 184,331,798  质押 154,331,798 

赤峰富龙公用（集团）有

限责任公司 
国有法人 8.06% 139,638,194  质押 68,000,000 

李献来 境内自然人 6.37% 110,241,798 110,241,798   

吉祥 境内自然人 3.82% 66,223,003 66,223,003   

吉伟 境内自然人 3.82% 66,223,003 66,223,003   

吉喆 境内自然人 1.72% 29,798,597 29,798,597   

李佩 境内自然人 1.50% 25,939,257 25,939,257   

李佳 境内自然人 1.50% 25,939,257 25,939,257   

新疆鑫泰益众股权投资有

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1.14% 19,747,000  质押 19,747,0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自然人股东吉祥与公司控股股东兴业集团的实际控制人吉兴业系父子关系，

自然人股东吉伟与公司控股股东兴业集团的实际控制人吉兴业系父女关系。自

然人股东吉喆与公司总经理、董事吉兴军先生系父女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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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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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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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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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公司债券情况 

公司是否存在公开发行并在证券交易所上市，且在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未到期或到期未能全额兑付的公司债券 

否 

（1）公司债券基本信息 

债券名称 债券简称 债券代码 到期日 债券余额（万元） 利率 

（2）公司债券最新跟踪评级及评级变化情况 

（3）截至报告期末公司近 2 年的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单位：万元 

项目 2016 年 2015 年 同期变动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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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1、报告期经营情况简介 

公司是否需要遵守特殊行业的披露要求 

是 

固体矿产资源业 

公司需遵守《深圳证券交易所行业信息披露指引第 2 号——上市公司从事固体矿产资源相关业务》的披露要求 

受供需改善、价格回升影响，2016年有色金属工业运行情况好于预期。国内方面，中国

经济的稳定增长，使国内主要有色金属消费继续保持上升势头，显著改善了市场预期。国际

方面，“英国脱欧”、特朗普当选等黑天鹅事件的发生，引发国际金融动荡，资金开始由虚

拟市场向实体市场回归，导致有色金属大宗商品市场形势出现“翻转”，价格止跌回升。展

望2017年，国内外大宗有色金属市场供应过剩局面不会明显改观，供应过剩的局面将会在较

长时期内影响到中国乃至全球，市场环境依然严峻。但由于国际政治格局动荡，影响市场的

不确定因素增加，有色金属大宗商品市场最困难的阶段已经过去，产业发展总体处于弱势筑

底企稳状态。  

    公司主要产品为铅、锌、铜、铁、铋、钨、银、锡等有色金属及黑金属，金属矿产资源

储量丰富，总部位于有着“中国有色金属之乡”之称的内蒙古赤峰市，矿山遍布内蒙古、河

南等地，现拥有子公司14家,从白银储量看，银漫矿业为国内最大单体银矿，年采选白银193

吨，亦是国内最大白银生产矿山。 

    公司人才和技术优势突出，拥有一支专业技术过硬的人才队伍，工艺设备配置均采用行

业领先的一流设备，并采用先进实用的自动化控制技术；目前已构成集地堪、采选、冶炼于

一体的独特全产业链竞争优势。公司在地质、采选、冶炼等方面居行业较高地位，采选技术

科技含量在同规模矿山企业中处于领先地位。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86,570.96万元，比去年同期增长4.34%；实现利润总额

15,000.66万元，比去年同期增长611.55%；归属于上市股东净利润8,945.87万元，比去年同

期增长410.65%。报告期内共生产铁精粉347432.84吨，销售397487.23吨；生产锌精粉金属量

48554.81吨，销售59677.16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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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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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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60,489,883.65 322,410,568.65 57.52% 17.65% 57.79% 14.63% 

铁精粉 111,985,225.38 60,555,179.77 54.07% -9.35% 8.24% 8.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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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加4.34%，营业成本本期数较上期数减少15.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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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

的净利润本期数较上期数增加410.65%，主要原因：报告期公司采矿业矿产品售价同比上升，

营业利润增加所致。 

6、面临暂停上市和终止上市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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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非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 
                                                                                   单位：人民币元 

被购买方名称 股权取得比例 
股权取得方

式 
购买日 

购买日至期末被

购买方的收入 

购买日至期末被

购买方的净利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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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购买方名称 股权取得比例 
股权取得方

式 
购买日 

购买日至期末被

购买方的收入 

购买日至期末被

购买方的净利润 

正镶白旗乾金达矿业有限

责任公司 
100.00% 

发行权益性

证券收购 
2016 年 11 月 12 日 - -491,951.78 

陈巴尔虎旗天通矿业有限

责任公司 
100.00% 现金收购 2016 年 12 月 31 日 - - 

 

2、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 
                                                                                     单位：人民币元 

被合并方名称 

企业合并中

取得的权益

比例 

合并日 

合并当年年初

至合并日被合

并方的收入 

合并当年年初至

合并日被合并方

的净利润 

比较期间被合

并方的收入 

比较期间被合

并方的净利润 

西乌珠穆沁旗银漫矿业

有限责任公司 
100.00% 

2016 年 

11 月 12 日 
- -9,868,989.66  - -4,056,330.83 

 

3、本期新设纳入合并范围子公司 

2016 年 8月 8 日，公司子公司内蒙古兴业集团融冠矿业有限公司投资设立赤峰锐能矿业有限公司，该

公司自设立之日纳入合并报表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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