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铜陵有色金属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1 

证券代码：000630                证券简称：铜陵有色                        公告编号：2018-026 

铜陵有色金属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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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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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铜陵有色 股票代码 0006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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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吴和平 陈茁 

办公地址 安徽省铜陵市长江西路有色大院西楼 安徽省铜陵市长江西路有色大院西楼 

电话 0562-5860159 0562-5860149 

电子信箱 tlyswhp@126.com chenzhuojob@126.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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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元） 40,721,640,432.42 38,320,517,292.92 6.2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412,122,620.93 236,299,946.75 74.4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的净利润（元） 
385,346,659.80 234,472,966.05 64.35%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709,862,140.37 -126,940,832.07 -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39 0.022 77.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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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39 0.022 77.27%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2.36% 1.41% 增加了 0.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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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9,634,567,817.22 47,793,556,529.36 3.8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17,509,711,994.29 17,280,524,280.55 1.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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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30,3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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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铜陵有色金属集

团控股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36.53% 3,845,746,464 64,981,949   

国华人寿保险股

份有限公司－传

统二号 

境内非国有

法人 
3.09% 324,909,747 324,909,747   

长江养老保险股

份有限公司－铜

陵有色员工持股

计划 

境内非国有

法人 
2.73% 287,189,263 287,189,263   

中国铁建投资集

团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1.71% 180,505,415 180,505,415   

长江养老保险股

份有限公司－长

江薪酬延付集合

型团体养老保障

管理产品 

境内非国有

法人 
1.27% 133,839,944 0   

上海彤关投资管

理合伙企业（有限

合伙） 

境内非国有

法人 
0.69% 72,202,166 72,202,166   

国华人寿保险股

份有限公司－传

统一号 

境内非国有

法人 
0.59% 62,047,654 0   

珠海横琴量行投

资管理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0.57% 60,000,000 0   

中国北方工业有

限公司 
国有法人 0.34% 36,101,083 36,101,083   

香港中央结算有

限公司 
境外法人 0.34% 35,460,809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

的说明 

前十名股东中铜陵有色员工持股计划、国华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中国铁建投资集团有

限公司、中国北方工业公司、上海彤关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通过参与非公开发

行成为前十名股东，股份限售期 36 个月，自 2017 年 1 月 18 至 2020 年 1 月 18 日。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

明（如有） 
股东珠海横琴量行投资管理有限公司通过信用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票 60,000,000 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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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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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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是否需要遵守特殊行业的披露要求 

否 

2018年上半年，阴极铜等大宗商品价格持续震荡，人民币汇率波动幅度加大，环保督查力度日益加大，

企业生产、环保、物流等成本刚性上升。面对外部环境诸多困难，公司坚持以安全环保优先和效益最大化

为原则，强化生产调度，科学调配资源，提高生产效率。2018年上半年，公司生产经营保持稳中向好态势，

产品产量、企业效益完成预定目标，新建项目顺利投产，运营稳定。上半年主要产品产量完成情况：铜箔

1.59万吨、自产铜精矿含铜量2.62万吨、阴极铜65.01万吨、硫酸198.19万吨、黄金4,649千克、白银172.37

吨、铁精矿20.43万吨、硫精矿37.37万吨、铁球团55.40万吨、铜加工材16.51万吨(含铜箔1.59万吨)。铜

冶炼工艺升级改造项目“奥炉工程”全线打通，试生产运行平稳；年产2万吨高精度储能用超薄电子铜箔

项目一期成功投产；沙溪铜矿试生产平稳；金剑铜业铜冶炼工艺升级改造项目开工建设。 

2018年上半年，实现营业收入407.22亿元，同比增长6.27%，利润总额6.61亿元，同比增长53.12%；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4.12亿元，同比增长74.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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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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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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告期子公司铜陵有色金属集团上海国际贸易有限公司，投资设立全资子公司铜陵有色金属集团合肥贸易有限公司；

公司本期注销控股子公司新疆铜冠有色金属有限公司及其全资子公司尼勒克县沪商矿业有限公司。 

 

 

 

 

 

铜陵有色金属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董事长签署：            

杨军 

 

 二O一八年八月二十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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