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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0426                             证券简称：兴业矿业                            公告编号：2018-11 

内蒙古兴业矿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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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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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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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家子公司可分为四大板块，分别为采掘板块、冶炼板块、投资

板块、贸易板块。其中子公司银漫矿业以铅锌银矿和铜锡银锌矿蕴藏为主，含银量较高、矿

产品位较高，剩余服务年限较长，为国内最大单体银矿，通过技改后，年采选白银210吨，亦

是国内最大白银生产矿山。矿区圈定工业矿体共214条，矿区内保有资源储量6,360.22万吨，

其中锌金属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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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属子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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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属子公司乾金达矿业已于2017年开始建设，

进展顺利，预计于2018年下半年实现带水试车。其余子公司的主营业务为有色金属采选和销

售。 

    报告期内，公司的主要产品有铅、锌、银、锡、铜、铁等有色金属。同时还根据所开采

矿石的伴生金属情况生产铋和钨等金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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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顺应行业的发展趋势，在上海成

立了兴业矿业（上海）国际贸易有限责任公司，围绕公司的采、选、冶等终端产品销售或原

材料采购开展有色金属贸易业务，有利于增强公司价格发现和产品保值等方面的能力。截至

目前，公司已经形成了有色金属资源勘查、储备、开发、采掘以及有色金属贸易、冶炼加工

等一系列完整的产业链条，使公司的抗风险能力和发展潜力进一步得到加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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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单位：人民币元 

 2017 年 2016 年 本年比上年增减 2015 年 

营业收入 2,111,439,098.89 865,709,634.32 143.90% 829,713,412.5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564,985,327.55 89,458,746.07 531.56% -28,796,824.1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570,985,749.71 93,829,570.54 508.53% -24,617,686.37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166,917,269.46 196,379,929.06 494.21% -59,573,763.44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3024 0.0568 432.39% -0.0185 



内蒙古兴业矿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年度报告摘要 

3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3024 0.0568 432.39% -0.0185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1.03% 3.12% 7.91% -1.03% 

 2017 年末 2016 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减 2015 年末 

总资产 9,331,359,719.75 9,762,776,062.90 -4.42% 6,542,509,665.5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5,384,406,824.12 4,864,492,161.94 10.69% 2,744,245,177.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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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9,297,303.32 473,675,311.01 643,960,900.40 664,505,584.1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92,670,367.83 113,269,582.65 195,200,216.50 163,845,160.5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92,713,411.04 113,035,005.91 196,077,256.08 169,160,076.68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99,614,047.26 287,560,733.61 388,214,436.84 291,528,051.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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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793 

年度报告披露日

前一个月末普通

股股东总数 

34,5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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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76% 556,075,350 237,958,212 质押 538,910,973 

甘肃西北矿业集团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9.64% 180,131,798 0 质押 67,743,042 

赤峰富龙公用（集团）有限责任

公司 
国有法人 7.47% 139,638,194 0   

李献来 境内自然人 5.90% 110,241,798 110,241,798 质押 107,810,000 

吉祥 境内自然人 3.57% 66,623,003 66,223,003 质押 66,223,003 

吉伟 境内自然人 3.54% 66,223,003 66,223,003 质押 66,223,003 

吉喆 境内自然人 1.59% 29,798,597 29,798,597 质押 29,798,597 

万家基金－浙商银行－北方国

际信托－北方信托元宝 15 号单

一资金信托 

其他 1.47% 27,397,260 27,397,260   

李佩 境内自然人 1.39% 25,939,257 25,939,257   

李佳 境内自然人 1.39% 25,939,257 25,939,257 质押 25,93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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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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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受投资需求低迷、产能过剩以及国际大宗商品价格走低等诸多因素的影响，有色金属价

格不断下跌。自2016年底以来，世界有色金属工业进入一轮触底反弹阶段，有色产品价格上

涨，我国有色金属行业面临的供需失衡、市场无序、结构不合理的状况得到缓解。因此，加

快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产业实现稳增长、促转型、降本增效的根本途径。从市场需求来看，

有色金属产品消费前景依然向好。在“十三五”期间，我国工业化和城镇化进程的快速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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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有色金属产品的需求呈加速增长的趋势，消费增速大幅超过同期GDP的增长水平。与发达国

家相比，我国有色金属产品应用的广度和深度都有很大的拓展空间。 

    二十多年的行业经验和得天独厚的地域条件，使得公司矿产资源有着雄厚优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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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银漫矿业为国内最大单体银矿，年采选白银210吨，亦是国内最大白银生产矿山。

使得公司在行业领域竞争中提升一个台阶，资产的优化，管理的规范，目前已构成集地勘、

采选、冶炼于一体的独特全产业链竞争优势。 

    公司积极进行产业结构调整，优化资源配置，加大人才引进力度，产业技术水平逐步提

升,自主创新能力不断增强。经过多年的发展,兴业矿业采、选技术水平处于国内领先地位。

公司子公司银漫矿业顺利完成技改，产能不断扩大。面对国内外经济形势的波动性，公司扩

大资源储备，提高抵御风险能力。国家减免税费优惠政策的实施，减轻了企业的负担，市场

竞争力增强。 

    公司2017年实现营业收入211,143.91万元，比去年同期增长143.90%；实现利润总额

75,607.81万元，比去年同期增长404.03%；归属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56,498.53万元，比去

年同期增长531.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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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78,242,190.57 686,150,119.55 63.64% 92.37% 112.82% 6.11% 

含铅银精粉 240,828,594.24 178,910,200.40 74.29% 100.00% 100.00% 100.00% 

含铜银精粉 213,214,851.74 156,781,192.64 73.53% 100.00% 100.00% 100.00% 

锡精粉 218,010,287.19 162,230,746.07 74.41% 100.00% 100.00% 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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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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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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3.90%，营业成本本期数较上期数增加

60.78%，主要原因：报告期公司经营的主要矿产品销售价格同比大幅上涨且保持在较高水平，

公司子公司银漫矿业达产，产品销量增加所致。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本期数较上期

数增加 531.56%，主要原因：报告期公司经营的主要矿产品销售价格同比上升，公司子公司

银漫矿业达产，产品销量增加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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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会计政策变更 

2017年4月28日，财政部颁布《关于印发<企业会计准则第42号-持有待售的非流动资产、

处置组和终止经营>的通知》(财会[2017]13号)，自2017年5月28日施行。对企业持有待售的

非流动资产或处置组的分类、计量和列报，以及终止经营的列报进行了统一规范。对于施行

日存在的持有待售的非流动资产、处置组和终止经营，采用未来适用法处理。 

2017年5月10日，财政部颁布《关于印发修订<企业会计准则第16号—政府补助>的通知》

（财会[2017]15号），自2017年6月12日起施行。对2017年1月1日存在的政府补助采用未来适

用法处理，对2017年1月1日至本准则施行日之间新增的政府补助根据本准则进行调整。与日

常活动有关的政府补助，从利润表“营业外收入”项目调整为利润表“其他收益”项目列报。 

2017年12月25日，财政部发布《财政部关于修订印发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通知》（财

会[2017]30号），要求执行企业会计准则的非金融企业应当按照企业会计准则和本通知要求

编制2017年度及以后期间的财务报表。  

（二）会计估计变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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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井巷工程资产的使用期限与公司可采资源储量密切相关，为了更客观公允地反映公

司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公司根据行业特点和实际情况，将井巷工程资产折旧方法由年限平

均法（直线法）变更为产量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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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报告期无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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