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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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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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强新

独立董事

工作原因

姜青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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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传真

0476－8833383

0476－8833383

电话

0476－8833387

0476－8833387

电子信箱

sunkai5611@vip.sina.com

shangjianan@sina.cn

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报告期内，公司的主营业务、主要产品以及经营模式均未发生重大变化。
1、公司主营业务及主要业绩驱动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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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采矿生产业务。截至报告期末，公司下属11家子公司，可分为四大板块，分别为采掘板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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冶炼板块、投资板块、贸易板块。子公司兴业投资主要从事股权投资管理业务；子公司兴业
贸易主要从事有色金属矿产品销售及采购部分原材料业务；子公司双源有色主营业务为铅冶
炼、贵金属回收和销售（双源有色目前处于关停状态）；其他子公司的主营业务均为有色金
属采选和销售。
公司主要业绩来源于有色金属采选，报告期有色金属采选业务收入占2020年度营业收入
的99.01%，而影响采选板块业绩的主要因素包括主要产品的产销量、市场价格以及有色金属
采选业务的成本。
2、主要产品、用途及工艺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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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主要产品用途
1）锌精矿和锌金属的用途
锌精矿直接用于锌金属的冶炼。世界上锌的全部消费中大约有一半用于镀锌，约 10%用
于黄铜和青铜，不到 10%用于锌基合金，约7.5%用于化学制品。通过在熔融金属槽中热浸镀
需要保护的材料和制品，锌可用于防蚀。此外，压铸是锌的另一个重要应用领域，它用于汽
车、建筑、部分电气设备、家用电器、玩具等的零部件生产。锌也常和铝制成合金，以获得
强度高、延展性好的铸件。
2）铅精矿和铅金属的用途
铅精矿直接用于铅金属冶炼，铅主要用于制造铅蓄电池。铅合金可用于铸铅字，做焊锡；
铅还用来制造放射性辐射、 X 射线的防护设备。铅被用作建筑材料，用在乙酸铅电池中，用
作枪弹和炮弹，焊锡、奖杯和一些合金中也含铅。
3）银精矿和银金属的用途
白银作为催化剂、导电触电材料以及抗微生物剂等，被广泛应用在电子、可再生能源以
及医疗卫生等工业主要增长领域。近年来，随着对白银健康属性的广泛认证，其已出现在工
业和消费者市场的主流新兴产品中。例如医药领域中用银磺胺嘧啶浸染过的医用绷带对烧烫
伤有比较好的护理作用，已经在市场普及，地方药店都可以买到这类产品。在家居环境中，
随着白银抗菌性的作用正逐步被应用，需求也将有所增长。
4）锡精矿和锡金属的用途
锡的物理、化学特性决定了其广泛用途。锡是银白色金属，熔点232摄氏度，沸点 2,270
摄氏度，密度 7.29g/cm3，质软，有良好延展性，能与大多数金属形成合金，锡及其合金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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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较好的油膜滞留能力。锡化学性质稳定，耐弱酸弱碱腐蚀，常温时与空气几乎不起作用，
而通过化学反应，可以生成特性相差比较大的各种化合物。锡无毒，是国际公认的“绿色金
属”。基于上述特性，锡广泛应用于冶金、电子、包装、电器、化工、建材、机械、汽车、
航天、军工等行业，其中主要应用于焊料（主要是电子焊料）、镀锡板（即“马口铁”）和
锡化工，其中焊料的使用量占全部锡消费量的50%以上。
5）铜精矿和铜金属的用途
铜被广泛地应用于电气、轻工、机械制造、建筑工业、国防工业等领域，在我国有色金
属材料的消费中仅次于铝。铜在电气、电子工业中应用最广、用量最大，占总消费量一半以
上。用于各种电缆和导线，电机和变压器的这种，开关以及印刷线路板在机械和运输车辆制
造中，用于制造工业阀门和配件、仪表、滑动轴承、模具、热交换器和泵等。在化学工业中
广泛应用于制造真空器、蒸馏锅、酿造锅等。在国防工业中用以制造子弹、炮弹、枪炮零件
等。在建筑工业中，用做各种管道、管道配件、装饰器件等。
6）铁矿石和铁金属的用途
铁矿石最大的用途是炼钢。钢铁的用途十分广泛，主要包括建筑工程、机械、轻工、汽
车、煤炭、船舶、集装箱、石油、铁道装备与建设等方面。钢在国民经济中占极其重要的地
位，是社会发展的重要支柱产业，人们常把钢、钢材产量、品种、质量作为衡量一个国家工
业、农业、国防和科学技术发展水平的重要标志。
7）钨精矿和钨金属的用途
钨是国民经济和现代国防不可替代的基础材料和战略资源，用钨制造的硬质合金具有超
高硬度和优异的耐磨性，用于制造各种切削工具、刀具、钻具和耐磨零部件，被誉为“工业
的牙齿”，硬质合金广泛应用于军工、航天航空、机械加工、冶金、石油钻井、矿山工具、
电子通讯、建筑等领域，钨丝是照明、电子等行业的关键材料。
8）铋精矿和铋金属的用途
氧化铋作为新型功能材料，在电容器、显象管、避雷器、压敏电阻、磁性材料、特种玻
璃、高档陶瓷、烟花、铋系阻燃剂等行业应用广泛。金属铋目前主要用于制造易熔合金，用
于消防装置、自动喷水器、锅炉、电器保险丝的安全塞。在消防和电气工业上，用作自动灭
火系统。铋作为可安全使用的“绿色金属”，在医药行业和超导材料上的消费正呈迅速增长
的势头。
（2）主要产品工艺流程
1）开采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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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的原矿石开采主要采用地下开采方式，在井下通过穿孔、爆破等作业流程将矿石崩
落，并通过转运设备将矿石从井下提升运输至地表选矿厂进行选别，废石主要用于井下充填
和地表基础设施建设。
生产流程图如下：

另外，子公司银漫矿业目前采用地下开采方式，斜坡道开拓，无轨运输设备进行运输，
总的通风网络为进风井及主斜坡道进风，东、西回风井、措施斜坡道回风，通风方式为抽出
式，采矿方法主要采用分段空场嗣后充填采矿法和上向水平分层充填采矿法。
2）选矿流程
公司选矿环节的生产流程如下：
①破碎：开采出的原矿石采用多段闭路的破碎筛分流程或单段开路破碎流程，经鄂式破
碎机和圆锥破碎机破碎，初步将矿石处理为较小的块状。
②磨矿：破碎达到粒度标准的矿石采用多段闭路流程，经格子型球磨机和溢流型球磨机
等设备，借助于介质(钢球、钢棒、砾石)和矿石本身的冲击和磨剥作用，使矿石的粒度进一
步变小，直至研磨成粉末状。磨矿使组成矿石的有用矿物达到最大限度的解离，以提供粒度
上符合下一选矿工序要求的物料。
③浮选：向磨矿后的矿浆加入各种浮选药剂并搅拌调和，使其与矿物颗粒作用，扩大不
同矿物颗粒间的可浮性差别。将调好的矿浆送入浮选槽，搅拌充气。矿浆中的矿粒与气泡接
触、碰撞，可浮性好的矿粒选择性地粘附于气泡并被携带上升，根据不同矿物的不同浮力特
性可将铅、锌矿物分离出来，再脱水、干燥成精矿产品。
④磁选：将浮选后的矿浆导入磁选机进行磁选，对矿浆加磁力及其他机械力，根据不同
磁性矿物运动路径的不同，过多轮循环筛选、过滤及脱水工序得到铁精矿产品。
⑤重选：浮选选别出硫化物矿物后，利用重选设备（如摇床、离心机、螺旋溜槽、毛毡
溜槽等）依据矿石比重差异大、粒度不同的特性将浮选尾矿中比重较大、粒度较大矿物（如、
锡、钨等）与脉石分离开来，获得大比重精矿产品。
⑥尾矿处理：采用先进技术和工艺对尾矿进行最大程度的综合回收利用，减少尾矿排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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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量，如井下充填、有价金属综合回收。公司排放的尾矿中仅含有少量选矿药剂，不存在污
染。
公司采选业务的简要工艺流程图如下所示：

公司各子公司通过不断优化采选流程，对各种金属均达到了较高的回收率，在行业中处
于领先水平。子公司银漫矿业有两个选矿系统，分别是铜锡系统和铅锌系统，铜锡系统选矿
工艺流程较为复杂。根据工艺矿物学研究和大量的试验研究，现场最终确定铜锡系统采用“优
先选铜（银）—浮锌硫—选锡”的技术路线。硫化矿的选别，采用“铜（银）优先浮选—锌
硫混选—锌硫分离”工艺，获得银铜、锌、硫三种精矿。锡石选别，采用“粗粒级重选、细
粒级<浮－重>联合、尾矿再选”流程，获得锡精矿和锡次精矿。
银漫矿业铜锡系列工艺流程图如下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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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主要经营模式
公司拥有的矿产品种多为伴生矿，如铅、锌、银、铜、锡、镍、铁等，并附含铟、镉、
锑等稀贵金属，目前主要以精粉或混合精粉等产品销售为主。同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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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冶炼以及有色金属
贸易等一系列较为完整的产业链条，使公司的抗风险能力和发展潜力进一步得到加强。公司
的采购模式及矿产品生产与销售模式如下：
（1）采购模式：公司及各矿业子公司在物资采购时均采用计划采购模式。采购方式包括
招标采购、询比价采购、框架协议采购。公司及子公司针对采购计划的制定、采购的实施、
采购验收与结算等各个环节均设定了严格的监督与审批流程，并由相关部门或机构对采购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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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统计与分析、物资信息库管理以及采购业务的评估，从而规范采购管理工作，提高采购管
理水平，降低采购成本并确保物资供应的质量。
（2）生产模式：公司产品主要原材料为自产原矿石，各矿山按既定生产流水线组织生产。
矿山采选业务主要分为采矿和选矿两个作业环节，采矿作业生产出选矿所需的原矿，选矿作
业最终生产出满足冶炼或其他工业加工要求的精矿。各矿山每年均制定年度经营计划，包括
采掘技术计划和选矿生产作业计划等，其中，采掘技术计划依据地质报告、初步设计及三级
矿量保有情况等进行编制；选矿生产作业计划依据采掘技术计划、历年生产技术指标完成情
况等进行编制。各企业均按照所制定的年度生产计划组织生产工作，同时公司在生产实践中
不断优化工艺流程，加强生产组织，提升技术装备水平，结合产品销售市场随时调整各项技
术指标，以达到提质降本增效的目的。
（3）销售模式：公司产品销售采用以产定销，全产全销的销售方式综合衡量产品的市场
需求动态；通过谈判议价、点价等不同计价方式确定销售价格，提高产品售价，降低市场价
格波动带来的风险；货款回收主要是款到发货和货到付款等销售策略将产品销售长期合作的
冶炼企业及相关有色金属贸易企业。
4、公司所属行业的发展阶段、周期性特点及行业地位情况
有色金属是国民经济、人民日常生活及国防工业、科学技术发展必不可少的基础材料和
重要的战略物资。总体来看,近年来我国有色金属行业发展迅速，行业规模迅速扩大, 产能增
长过快，但因为需求增长有限，所以整个行业目前处于发展的滞涨期。目前，我国有色金属
行业的原材料对外依存度较高，有色金属的市场价格受国内和国际市场的综合影响，所以呈
现出较大的波动性。
公司主营业务为有色金属及贵金属采选与冶炼，拥有二十多年的行业经验和得天独厚的
地域条件，储备了雄厚的矿产资源，生产能力及采选技术科技含量在同规模矿山企业中均处
于领先地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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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国内最大的单体银矿，亦为国内最大的白银生产矿山。资产的优
化，管理的规范，使得公司在同行业领域的竞争能力不断的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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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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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 否
单位：元
2020 年

2019 年

940,212,541.04

873,661,361.57

7.62%

2,439,000,199.9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83,859,290.18

102,219,413.43

-279.87%

-170,635,150.6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120,401,175.73

-81,449,994.26

-47.82%

-166,194,240.52

417,397,335.11

442,606,007.69

-5.70%

1,147,552,702.96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001

0.0556

-280.04%

-0.0918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001

0.0556

-280.04%

-0.0918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3.50%

1.92%

-5.42%

-3.22%

营业收入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本年比上年增减

2018 年

2020 年末

2019 年末

总资产

9,315,338,588.60

9,269,385,280.99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减
0.50%

8,933,497,776.05

2018 年末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5,150,681,438.32

5,369,239,276.80

-4.07%

5,121,018,467.96

（2）分季度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元
第一季度
营业收入

第二季度

第三季度

第四季度

32,779,993.12

203,093,588.48

364,698,441.56

339,640,517.8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79,345,327.99

-104,508,439.14

62,850,375.56

-62,855,898.6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69,396,046.05

-48,948,469.12

35,700,575.23

-37,757,235.79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98,422,388.85

96,225,161.20

248,816,361.03

170,778,201.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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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度报告披露日
36,741 前一个月末普通
股股东总数

报告期末表决权
40,524 恢复的优先股股
东总数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
一个月末表决权恢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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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蒙古兴业集团股份有限
境内非国有法人
公司

30.27%

甘肃西北矿业集团有限公
境内非国有法人
司

7.94%

赤峰富龙公用（集团）有限
国有法人
责任公司

7.52%

吉祥

3.63%

境内自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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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质押

555,000,086

冻结

556,075,350

质押

145,823,042

冻结

145,823,042

138,184,794

0 质押

40,000,000

66,623,003

66,223,003 质押

66,223,003

556,075,350

145,823,042

191,875,264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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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伟

境内自然人

3.60%

66,223,003

66,223,003 质押

66,223,003

李献来

境内自然人

2.74%

50,393,449

0 质押

23,340,670

吉喆

境内自然人

1.62%

29,798,597

29,798,597 质押

29,798,597

宁波梅山保税港区东芷投
境内非国有法人
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1.04%

19,179,445

0

北信瑞丰基金－民生银行
－四川信托－辰星 2 号证 其他
券投资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1.02%

18,721,082

0

李佩

0.76%

13,939,257

0 质押

境内自然人

13,93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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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股股东兴业集团的实际控制人吉兴业系叔侄关系。
自然人股东李献来与自然人股东李佩系父女关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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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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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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年，国际政治经济环境依然严峻复杂，世界经济低迷不振，中美经贸摩擦影响继续
显现，加之年初疫情的影响，复苏进程迟缓。中国经济逆势前行，成为全球唯一实现正增长
的主要经济体。国内经济快速复苏带动了有色金属行业，支撑了有色金属市场的稳定运行和
国内矿山的平稳发展。
（一）总体经营情况概述
2020年初，新冠疫情爆发，面对严峻的疫情防控形势，公司迅速成立疫情防控小组，组
织下属公司积极配合各级政府和相关部门，全力做好矿山内部、周边区域的防控工作。公司
上下同心，共战疫情，保证了公司安全生产的稳步运行。
本报告期，受新冠肺炎疫情及银漫矿业“2•23”安全事故等因素影响，公司主要生产子
公司开工率不足，未能实现满负荷生产，导致公司经营业绩下降。2020年度，公司实现营业
收入94,021.25万元，比上年同期增长7.62%，利润总额-20,010.00万元，比上年同期减少
248.20%，归属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18,385.93万元，比上年同期减少279.87%。
（二）各子公司经营情况
公司全资子公司银漫矿业自发生2•23事故后一直处于停产停业状态。报告期内，银漫矿
业整改通过了专家组的验收，领回了由自治区应急厅暂扣的《安全生产许可证》，且实现了
全面复工复产。子公司乾金达矿业经过7年的投资与建设，于2020年11月正式投产转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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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公司统一的战略部署，处于暂缓建设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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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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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营业利润比上年 毛利率比上年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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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期增减

同期增减

期增减

锌精粉

384,001,086.86

194,922,706.66

49.24%

-16.58%

-12.21%

-2.53%

铁精粉

254,892,440.94

133,367,370.01

47.68%

41.08%

43.85%

-1.01%

含铜银精粉

123,184,489.15

61,847,035.15

49.79%

182.70%

100.31%

20.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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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利润表项目

本期金额（元）

上期金额（元）

变动幅度

营业收入

940,212,541.04

873,661,361.57

7.62%

营业成本

481,187,234.36

446,989,287.61

7.65%

-183,859,290.18

102,219,413.43

-279.87%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1）营业收入、营业成本同比增加的主要原因是报告期公司子公司银漫矿业恢复生产，产品产销量
同比增加所致。
（2）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同比增加的主要原因是由于处置股权产生的投资收益同比减少
（2019年度，公司将持有的全资子公司陈巴尔虎旗天通矿业有限责任公司51%股权、赤峰富生矿业有限公
司100% 股权及巴林右旗巨源矿业有限责任公司100%股权转让给林西县益新矿业有限责任公司，股权转让
交易产生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23,088.91万元）、坏账准备计提同比增加所致。
6、面临退市情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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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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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准则的规
定，公司仅对在首次执行日尚未完成的合同的累积影响数调整2020年年初留存收益以及财务报表其他相关
项目金额，比较财务报表不做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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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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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蒙古兴业矿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一年四月三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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