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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0426                 证券简称：兴业矿业           公告编号：2022-09 

内蒙古兴业矿业股份有限公司 

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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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全体董事均亲自出席了审议本次年报的董事会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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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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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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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家子公司，可分为五大板块，分别为采掘板块、

冶炼板块、投资板块、贸易板块、研发板块。子公司兴业投资主要从事股权投资管理业务；

子公司兴业黄金主要从事金属及矿业贸易和企业并购（并购海外优质矿产资源）等业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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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公司兴业瑞金主要开

展探矿、采选、尾矿综合回收利用等工艺的研究、技术研发和改造等业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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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度营业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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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99.3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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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主要产品、用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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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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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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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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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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行业发展情况及公司所处的行业地位 

    2021年，全球经济多点复苏，需求反弹，但疫情变异反扑，贸易冲突频发，市场动荡加

剧。面对纷繁复杂的国内国际形势和各种风险挑战，我国经济持续稳定恢复，经济发展和疫

情防控保持全球领先地位，国民经济总体运行在合理区间。2021年，我国有色金属行业克服

疫情反复的不利影响，把握国内和国际市场复苏机遇，持续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保障产

业链有效供给，加快推进传统产业智能化、绿色化、高端化，行业运行整体平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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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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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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国内最大的白银生产矿山之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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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是 √ 否  

单位：元 

 2021 年末 2020 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

减 
2019 年末 

总资产 9,053,627,782.98 9,315,338,588.60 -2.81% 9,269,385,280.9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5,364,742,471.13 5,150,681,438.32 4.16% 5,369,239,276.80 

 2021 年 2020 年 本年比上年增减 2019 年 

营业收入 2,008,804,402.32 940,212,541.04 113.65% 873,661,361.5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246,465,571.88 -183,859,290.18 234.05% 102,219,413.4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276,352,582.23 -120,401,175.73 329.53% -81,449,994.26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688,043,714.49 417,397,335.11 64.84% 442,606,007.69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342 -0.1001 234.07% 0.0556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342 -0.1001 234.07% 0.0556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4.69% -3.50% 8.19% 1.92% 

（2）分季度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元 

 第一季度 第二季度 第三季度 第四季度 

营业收入 586,050,924.33 565,219,167.61 448,346,968.04 409,187,342.3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08,877,769.37 110,392,826.74 46,599,228.08 -19,404,252.3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122,512,790.94 115,296,688.65 50,648,203.16 -12,105,100.52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75,613,774.45 312,323,269.89 76,452,374.40 223,654,295.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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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6,745 

年度报告披露

日前一个月末

普通股股东总

数 

64,8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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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记或冻结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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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27% 556,075,350 191,875,264 

质押 555,000,086 

冻结 556,075,350 

国民信托有限公司－国

民信托·恒盈 5 号事务管

理类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其他 8.83% 162,244,603 162,244,603   

赤峰富龙公用（集团）有

限责任公司 
国有法人 7.27% 133,648,294  质押 40,000,000 

常刚 
境内自然

人 
1.16% 21,370,300    

北信瑞丰基金－民生银

行－四川信托－辰星 2

号证券投资集合资金信

其他 1.02% 18,721,0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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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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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77% 14,180,507    

南通金玖锐信投资管理

有限公司－中汇金玖锐

信定增 2 期私募股权投

资基金 

其他 0.75% 13,698,630    

李献来 
境内自然

人 
0.74% 13,626,093  

质押 13,486,817 

冻结 13,486,818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境外法人 0.70% 12,795,651    

杨全玉 
境内自然

人 
0.60% 11,070,7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公司控股股东内蒙古兴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与国民信托有限公司及赤峰富龙公

用（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之间均不存在关联关系，也不属于《上市公司收购管

理办法》中规定的一致行动人。公司未知其他股东相互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

也未知其相互间是否属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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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常刚通过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票

21370300 股；李献来通过山西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

有公司股票 94833 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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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存续的债券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三、重要事项 

（一）控股股东重整进展情况 

    2019年10月8日，公司收到控股股东兴业集团的告知书，告知书称兴业集团于2019年10

月8日收到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赤峰中院”或“法院”）的《民事裁定

书》（[2019]内04破申4号）。《民事裁定书》显示法院裁定受理赤峰宇邦矿业有限公司以兴业

集团不能清偿到期债务、且明显缺乏清偿能力为由，向法院提出对兴业集团进行重整的申请。

自此，兴业集团正式进入重整程序。2020年4月26日，赤峰中院指定北京德恒律师事务所担任

兴业集团重整的管理人。2020年7月23日，赤峰中院作出（2019）内04破2-2号《民事裁定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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裁定兴业集团、玉龙国宾馆、布敦银根适用实质合并重整方式进行审理。2020年11月18日，

兴业集团、玉龙国宾馆、布敦银根等三家公司第一次债权人会议召开，审议通过了《债权人

委员会设立及委员会委员选任议案》、《财产管理方案》。2021年4月21日，赤峰中院作出（2019）

内04破2-5号《民事裁定书》，自兴业集团、玉龙国宾馆、布敦银根实质合并重整之日起三个

月不计入《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七十九条规定期限的期间。 

2021年8月18日，召开了兴业集团等三家公司第二次债权人会议，本次会议审议表决《内

蒙古兴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赤峰玉龙国宾馆有限公司、西乌珠穆沁旗布敦银根矿业有限公

司三家公司实质合并重整计划（草案）》及相关附件。 

2021年9月16日，公司收到管理人发来的《关于内蒙古兴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等三家公司<重

整计划草案>初次表决结果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初次表决结果：职工债权组、税

款债权组、普通债权组、出资人组通过了重整计划草案，有财产担保及其他法定优先权组未

通过重整计划草案。 

《企业破产法》第八十七条规定，“部分表决组未通过重整计划草案的，债务人或者管理

人可以同未通过重整计划草案的表决组协商。该表决组可以在协商后再表决一次。”兴业集团

下一步将根据上述规定，与有财产担保及其他法定优先权组的相关债权人进行协商并进行再

次表决，《企业破产法》等相关法律法规未对二次表决设置时间间隔期限。公司将密切关注后

续进展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本次重整计划需经法院裁定批准后生效。 

    本事项的具体情况请查阅公司分别于2019年8月24日、2019年10月9日、2020年4月28日、

2021年3月20日、2021年4月24日、2021年7月24日、2021年7月31日、2021年9月17日在巨潮资

讯网（http://www.cninfo.com.cn）披露的《兴业矿业：关于控股股东被申请重整的提示性

公告》（公告编号：2019-64）、《兴业矿业：关于法院裁定受理控股股东内蒙古兴业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重整的公告》（公告编号：2019-71）、《兴业矿业：关于控股股东重整进展情况的公

告》（公告编号：2020-14）、《兴业矿业：关于控股股东重整进展情况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1-24）、《兴业矿业：关于控股股东重整进展情况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27）、《兴业矿

业：关于控股股东重整进展情况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64）、《兴业矿业：关于公司作为

债权人对兴业集团等三家公司重整计划（草案）表决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67）、《兴业

矿业：关于控股股东重整进展情况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84）。 

（二）诉讼案件的进展情况 

公司与西藏鹏熙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西藏鹏熙”）针对昆明市东川区铜都矿业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铜都矿业”）51%股权转让事宜所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的内容及履行产生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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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而导致诉讼纠纷，西藏鹏熙不服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作出的（2020）云民终972民事判决，

向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以下简称“最高人民法院”）申请再审。2022年4月1日，公

司收到了最高人民法院出具的《民事裁定书》（[2021]最高法民申2720号），最高人民法院裁

定驳回西藏鹏熙投资有限公司的再审申请。内容详见公司于2019年10月22日、2020年5月7日、

2020年10月17日、2021年5月10日、2022年4月2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中国证券报》、《证券

时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的《兴业矿业：

关于公司收到<应诉通知书>的公告》（公告编号：2019-73）、《兴业矿业：关于公司收到<民事

判决书>的公告》（公告编号：2020-25）、《兴业矿业：关于公司收到二审<民事判决书>的公告》

（公告编号：2020-68）、《兴业矿业：关于公司收到<应诉通知书>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39）

及《兴业矿业：关于公司收到<民事裁定书>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05）。 

 

 

内蒙古兴业矿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二年四月三十日 
 


	一、重要提示
	二、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简介
	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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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分季度主要会计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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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10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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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存续的债券情况

	三、重要事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