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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0060               证券简称：中金岭南            公告编号：2019-67 

 

深圳市中金岭南有色金属股份有限公司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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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董事局、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半年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

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公司董事局主席余刚先生、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公司副总裁杨旭华先生及会计机构负责

人(会计主管人员)周平先生声明：保证本半年度报告中财务报告的真实、准确、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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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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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宁宁 董事 公务 戚思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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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中金岭南   股票代码 0000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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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薛泽彬 刘渝华 

办公地址 深圳市福田区深南大道 6013 号中国有色大厦 24-26 楼 

电话 0755-82839363 0755-82839363 

电子信箱 dsh@nonfemet.com.cn dsh@nonfemet.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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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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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元） 9,272,716,016.17 11,384,048,703.39 -18.5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470,584,665.06 606,689,539.86 -22.4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的净利润（元） 
364,532,445.68 584,719,444.38 -37.66%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383,584,647.55 718,480,723.10 -46.61%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3 0.17 -23.53%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3 0.17 -23.53%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4.48% 5.94% 减少 1.46 个百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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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876,456,615.57 19,506,332,203.20 1.9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10,513,837,000.31 10,324,313,227.17 1.84% 

（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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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6,8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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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东省广晟资产经营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27.51% 981,890,359 0 质押 143,887,001 

深圳市广晟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3.91% 139,715,902 0 质押 53,100,000 

中信保诚基金-浦发银行-云南国际信

托-云信智兴 2017-510 号单一资金信

托 

其他 2.29% 81,743,419 0   

中国证券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其他 2.26% 80,753,105 0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国有法人 1.24% 44,176,350 0   

云南铜业股份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0.92% 32,894,736 0   

广东广晟有色金属集团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0.86% 30,653,662 0 质押 15,000,000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证

500 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0.84% 29,993,317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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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境外法人 0.69% 24,562,284 0   

湛泽权 境内自然人 0.66% 23,579,597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公司第二大股东深圳市广晟投资发展有限公司和公司第七大股东广东

广晟有色金属集团有限公司为公司第一大股东广东省广晟资产经营有

限公司的控股子公司和全资子公司；本公司未知其他前十名股东之间是

否存在关联关系或《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明（如有） 
公司第十大无限售条件股东湛泽权持有股份中 20,464,907  股为通过

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 

（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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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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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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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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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期，面对中美贸易摩擦升级、铅锌价格大幅回落、铝型材及电池锌粉市场订单断崖

式下滑、生产成本刚性上升等不利形势，公司以“精准管理、降本增效”专项行动为抓手，全

力以赴稳增长、保效益、强基础、降成本、控风险，保持了稳中向好、稳中提质的发展态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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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期内，公司主要产品产量完成情况如下： 

矿山企业生产精矿铅锌金属量14.24万吨，同比下降6.56%。其中国内矿山企业生产铅锌

精矿金属量8.69万吨，比上年同期下降1.42%；国外矿山企业生产铅锌精矿金属量5.55万吨，

比上年同期下降13.64%。 

冶炼企业生产铅锌产品14.08万吨，比上年同期上升7.07%。 

深加工企业生产铝型材0.75万吨，比上年同期下降14.77%；幕墙门窗工程31.99万平方米，

比上年同期上升52.48%；生产电池锌粉0.51万吨，比上年同期下降8.93%；冲孔镀镍钢带396

吨，比上年同期下降8.76%。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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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本期新设主体如下： 

名称 设立时间 期末净资产 合并日至期末净利润 

深圳市中金岭南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2019年1月18日 100,005,100.87 5,100.87 

（2）子公司韶关市中金岭南商储有限公司被子公司广东中金建筑安装工程公司吸收合

并，并于2019年4月24日工商注销。 

 

法定代表人：余刚 
 

 
2019年8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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