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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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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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亲自出席董事职务

未亲自出席会议原因

被委托人姓名

李强新

独立董事

工作原因

隋景祥

吉祥

董事

工作原因

董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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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尚佳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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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电话

0476－8833387

0476－8833387

电子信箱

sunkai5611@vip.sina.com

shangjianan@sina.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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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告期
营业收入（元）

1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
年同期增减

235,873,581.60

337,755,185.38

-30.1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183,853,767.13

-78,041,673.15

-135.5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元）

-118,344,515.17

-57,784,912.07

-104.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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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2,197,227.65

181,605,334.22

-101.21%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001

-0.0425

-135.53%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001

-0.0425

-135.53%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3.50%

-1.50%

-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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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053,273,462.34

9,269,385,280.99

-2.3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5,147,796,413.55

5,369,239,276.80

-4.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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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6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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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持股比例

股东性质

内蒙古兴业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30.27%

556,075,350

191,875,264

甘肃西北矿业集团有限
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7.94%

145,823,042

0

赤峰富龙公用（集团）
有限责任公司

国有法人

7.52%

138,184,794

李献来

境内自然人

4.94%

吉祥

境内自然人

吉伟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质押

555,000,086

冻结

556,075,350

质押

145,823,042

冻结

145,823,042

0

质押

40,000,000

90,771,793

0

质押

83,629,999

3.63%

66,623,003

66,223,003

质押

66,223,003

境内自然人

3.60%

66,223,003

66,223,003

质押

66,223,003

北京荣硕农业发展有限
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1.87%

34,308,756

0

吉喆

境内自然人

1.62%

29,798,597

29,798,597

质押

29,798,597

李佳

境内自然人

1.33%

24,492,900

0

质押

24,480,000

宁波梅山保税港区东芷
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

境内非国有法
人

1.11%

20,349,445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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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人股东李
献来与自然人股东李佳系父女关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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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
件的股份数量

股东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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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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年上半年，受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各行业均延期复工，国家各项经济指标受到较
大影响，有色金属主要品种价格在上半年呈现先降后升走势。在这个非常时期，公司坚持一
手抓疫情防控，一手抓复工复产，全体员工目标同向，在抓紧抓实抓细疫情防控各项措施落
实的基础上，实现了经营发展的平稳有序。
本报告期，公司实现营业收入23,587.36万元，比去年同期减少30.16%；实现利润总额
-23,105.36万元，比去年同期减少160.85%；归属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18,385.38万元，比
去年同期减少135.58%。公司经营业绩较去年同期下滑，主要原因系受疫情影响，公司及各子
公司复工时间延迟，导致公司主营产品产销量同比减少。
报告期内，子公司银漫矿业全力推进整改及复工申请工作，截至目前，银漫矿业已实现
复产复工。子公司乾金达矿业通过了正镶白旗安监局、环保局等11个单位的实地验收，目前
已恢复建设，预计于2020年四季度实现投产。子公司融冠矿业和锡林矿业在做好疫情防控工
作的基础上，积极组织春节后的复工工作，生产经营状态平稳。子公司荣邦矿业于2020年3
月实现正式投产。子公司锐能矿业仍处于在建阶段，预计于2021年底完工。子公司唐河时代
矿业仍处于停产整顿阶段（尚未收到相关主管部门出具的恢复生产通知书）。子公司双源有色
处于关停状态。子公司兴业国贸与兴业基金在报告期内未开展业务。
下半年，公司将继续狠抓安全生产，全面落实安全举措，切实履行环保责任，紧紧围绕
年度目标工作部署，全面落实年度生产任务，实现企业效益目标，推动公司实现高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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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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 年 7 月 5 日，财政部修订发布的《企业会计准则第 14 号——收入》（财会[2017]22
号，以下简称“新收入准则”），要求在境内外同时上市的企业以及在境外上市并采用国际财
务报告准则或企业会计准则编制财务报表的企业，自 2018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其他境内上市
企业，自 2020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公司在编制 2020 年半年度财务报表时，执行了相关会计
准则，并按照相关规定进行了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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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蒙古兴业矿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〇年八月二十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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