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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重要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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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者应当到证监会指
定媒体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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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年报的董事会会议
未亲自出席董事姓名
李强新

未亲自出席董事职务
独立董事

未亲自出席会议原因
工作原因

被委托人姓名
隋景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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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兴业矿业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股票代码

0004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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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蒙古赤峰市新城区玉龙大街 76 号兴业
大厦
大厦

电话

0476－8833387

0476－8833387

电子信箱

sunkai5611@vip.sina.com

jyn_xyky@sina.com

2、主要财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1

内蒙古兴业矿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本报告期
营业收入（元）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1,131,633,023.26

802,972,614.33

40.9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367,611,001.51

205,939,950.48

78.5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的净利润（元）

367,327,149.70

205,748,416.95

78.53%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362,429,499.74

487,174,780.87

-25.61%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966

0.1102

78.40%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966

0.1102

78.4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6.56%

4.14%

2.42%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
减

上年度末

总资产（元）

9,380,003,113.33

9,331,359,719.75

0.5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5,806,359,914.90

5,384,406,824.12

7.84%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38,685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
股股东总数（如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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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境内非国有法人
司

29.76%

556,075,350

191,875,264 质押

555,000,086

甘肃西北矿业
境内非国有法人
集团有限公司

9.64%

180,131,798

0 质押

150,023,042

赤峰富龙公用
（集团）有限责 国有法人
任公司

7.40%

138,184,794

0 质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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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佩

境内自然人

1.39%

25,963,357

25,939,257 质押

0

李佳

1.39%

25,939,257

25,939,257 质押

25,930,000

中国农业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
－富兰克林国
其他
海弹性市值混
合型证券投资
基金

1.11%

20,775,259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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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 喆与公司总经理、董事吉兴军先生系父女关系。自然人股东李献来与自然人股东李佳、
明
李佩系父女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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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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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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控股股东报告期内变更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控股股东未发生变更。
实际控制人报告期内变更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更。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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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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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在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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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否

2018年上半年，有色金属行业总体延续了平稳运行走势。虽然从全球市场来看依然存在
诸多变数，但有色金属产业依然为我国战略性新兴产业和国防科技发展起到了支撑性作用。
公司立足于旗下优质矿山资源，稳步推进相关矿山建设及运营工作，同时积极谋求多元
化业务布局，增加资源储备，着力推进收购雪银矿业的资产重组事项，为打造公司核心竞争
力夯实产业基础。公司及各子公司认真贯彻落实公司2018年度生产经营工作计划，实施了一
系列降本增效、开源节流的举措，取得了一定的成绩。本报告期，公司实现营业收入113,163.30
万元，比去年同期增长40.93%；实现利润总额49,232.94万元，比去年同期增长75.49%；归属
于上市股东净利润36,761.10万元，比去年同期增长78.50%。
报告期内，子公司银漫矿业技改工程已于2018年2月15日开始联动试车，根据规划，银漫
矿业技改工程完工后，银、铜、锡金属可分别增产40%、100％及100％，预计年产量分别为210
吨、5000吨、7500吨左右；银漫矿业上半年实现营业收入56,565.33万元、净利润24,552.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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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元。子公司乾金达矿业基础建设工作正在按计划稳步推进，预计于2018年年底前实现带水
试车。子公司融冠矿业与锡林矿业强化管理认真落实生产经营计划，融冠矿业上半年实现营
业收入41,783.61万元、净利润19,256.30万元，锡林矿业上半年实现营业收入12,250.36万元、
净利润2,677.42万元。子公司天通矿业上半年对选厂进行了部分技改，目前改造工程正在按
计划稳步推进，以确保选厂具备全年生产运行条件；天通矿业上半年实现营业收入2,721.91
万元、净利润1,051.64万元。子公司荣邦矿业选厂、尾矿库安全设施设计已评审通过，目前
选厂及尾矿库施工进展顺利，预计本年末建设完成并投产运行。
公司信息化建设主体工作框架已搭建完成，部分系统已经线上运行使用。报告期内，公
司加快了信息化的实施速度，各层管理人员积极响应落实推动相关工作。提高数据采集标准
化和信息集成处理技术水平，缩短公司总部与各企业的物理距离，提高管理效率，压缩管理
成本。
2018 年下半年，公司将继续坚持内部增储与外延扩张相结合的发展路径，在经营管理、
探矿增储、安全环保、产业延伸、对外并购等方面下大功夫，加快项目建设和工艺磨合，通
过各项切实有效的措施保障年度生产计划圆满完成。

2、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1）与上一会计期间财务报告相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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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上一会计期间财务报告相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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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