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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0426            证券简称：兴业矿业              公告编号：2022-38 

内蒙古兴业矿业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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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报告的董事会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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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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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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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

增减 

营业收入（元） 1,005,857,269.03 1,151,270,091.94 -12.6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128,662,233.26 219,270,596.11 -41.3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

利润（元） 
134,153,302.00 237,809,479.59 -43.59%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387,836,281.37 387,937,044.34 -0.03%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700 0.1194 -41.37%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700 0.1194 -41.37%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2.37% 4.17% -1.80%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

末增减 

总资产（元） 9,115,209,230.94 9,053,627,782.98 0.6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5,496,097,226.54 5,364,742,471.13 2.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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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2,7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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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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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 质押 40,000,000 

杨全玉 
境内自然

人 
1.15% 21,100,000 0   

北信瑞丰基金－民生银行－四

川信托－辰星 2 号证券投资集

合资金信托计划 

其他 1.02% 18,721,082 0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境外法人 0.91% 16,630,48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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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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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   

李献来 
境内自然

人 
0.74% 13,626,093 0 

质押 13,486,817 

冻结 13,486,818 

林娴 
境内自然

人 
0.59% 10,908,90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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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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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明（如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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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娴通过五矿证券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

公司股票 10908900 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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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6、在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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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控股股东重整事项 

2019 年 10 月 8 日，公司控股股东兴业集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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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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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 年 8 月 15 日，兴业集团收到法院的《民事裁定书》（（2019）内 4 破 2-9 号），

裁定批准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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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终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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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整程序。自此，兴业集团等三家公司实质合并重整计划进入执行阶段。 

本事项具体情况敬请查阅公司分别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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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年 8 月 16 日在指定媒体披露了《兴业矿业：关于控股股东被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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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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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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兴业矿业：关于控股股东重整计划草案获得

法院裁定批准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35）。 

 

内蒙古兴业矿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二年八月二十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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