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鹏欣环球资源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一 重要提示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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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者应当到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等中国证监会指定媒体上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文。 

2 本公司董事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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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会议。 

4 本半年度报告未经审计。 

5 经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公司无半年度利润分配预案或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二 公司基本情况 

2.1 公司简介 

公司股票简况 

股票种类 股票上市交易所 股票简称 股票代码 变更前股票简称 

A股 上海证券交易所 鹏欣资源 600490 中科合臣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楼定波 章瑾 

电话 021-61677397 021-61677397 

办公地址 上海市虹桥路2188弄41号楼 上海市虹桥路2188弄41号楼 

电子信箱 600490@pengxinzy.com.cn zhangjin@pengxinzy.com.cn 

 

 

 

 



2.2 公司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

增减(%) 

总资产 7,386,395,177.85 4,604,467,080.31 60.4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资产 
5,525,891,233.22 3,817,472,399.58 44.75 

 本报告期 

（1-6月）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

减(%)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量净额 
384,130,944.29 117,176,994.85 227.82 

营业收入 1,905,639,089.49 1,349,284,065.72 41.2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 
113,158,066.37 18,911,817.06 498.3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

利润 

119,381,248.64 2,616,944.62 4,461.86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1.9542 0.9676 增加0.9866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624 0.0115 442.61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624 0.0115 442.61 

 

 

2.3 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 股 

截止报告期末股东总数（户） 98,429 

截止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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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质押或冻结的股份

数量 

上海鹏欣（集团）有限

公司 

境内非国

有法人 
22.10 415,858,727 192,733,727 质押 405,348,975 

西藏智冠投资管理有

限公司 

境内非国

有法人 
4.85 91,183,431 91,183,431 质押 91,183,431 

上海逸合投资管理有

限公司 

境内非国

有法人 
4.25 80,000,000 80,000,000 质押 80,000,000 

张华伟 
境内自然

人 
4.00 75,245,000 0  质押 75,000,000 

谈意道 
境内自然

人 
3.99 75,000,000 0  质押 61,000,000 

上海中科合臣化学有

限责任公司 

境内非国

有法人 
2.39 45,000,000 0  质押 42,750,000 

西藏风格投资管理有 境内非国 1.59 30,000,000 30,000,000 质押 30,000,000 



限公司 有法人 

上海安企管理软件有

限公司 

境内非国

有法人 
0.85 15,927,500 0  未知   

孙庚更 
境内自然

人 
0.78 14,600,000 0  未知   

郭亚娟 
境内自然

人 
0.74 13,928,100 0  未知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

明 

公司第一大股东上海鹏欣（集团）有限公司和西藏智冠

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西藏风格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上海中科

合臣化学有限责任公司是一致行动人，公司未知除上述外的

其他股东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是否为一致行动人。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

量的说明 

 无 

 

2.4 截止报告期末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前十名优先股股东情况表 

□适用 √不适用 

2.5 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适用 √不适用 

2.6 未到期及逾期未兑付公司债情况 

□适用 √不适用 

 

三 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3.1 经营情况的讨论与分析 

金属铜价格经过 2016 年底的触底反弹以后，一直保持着稳定增长的趋势。根据国际铜业研究

小组(ICSG)2017 年 4 月发布的最新预测，2017 年全球精炼铜供给量为 2374.8 万吨，精炼铜需求量

为 2389.5 万吨，全球市场短缺 14.7 万吨。2017 年上半年，全球几大铜矿生产商陆续迎来罢工潮，

致使 2017 年全球铜矿供给减少约 30 万吨，导致市场短缺扩大。从需求层面来看，铜基本面良好，

且由于全球经济向好，铜需求将继续增长，而供给的增长略小于需求，供给缺口扩大对铜价形成

有力支撑。 

2016.6.30-2017.6.30 LME 铜价走势图 

 

数据来源：LME 



受铜价上涨影响，报告期内，公司营业利润及营业收入大幅增加。报告期内实现营业收入 19.06

亿元，同比增加 41.23%。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13 亿元，同比增加 498.35% 

报告期内，公司在董事会领导下，公司秉承“忠诚、担当、实干、协作、进取”的核心价值

观，坚守“以股东价值最大化为基础，实现公司、员工、社会共生发展”的公司使命，贯彻“集

聚社会资本，开发自然资源，发展高新技术，平衡全球市场，为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做出贡献”

的经营宗旨，通过“产业加金融、投资加并购、内生式增长加外延式扩张”的发展路径，依托资

源、新材料、贸易和金融的四轮驱动，实现公司业务规模迅速发展和核心竞争力显著提升，成为

全球领先的综合资源服务商和卓越社会影响力的公众公司。 

报告期内，公司以矿业生产为基础，大力发展贸易、金融、新材料等业务，继续深化业务转

型升级工作，现已取得一定成效。2017 年上半年，公司取得以下经营成果： 

矿山生产方面，公司 2017 年上半年生产阴极铜 16157 吨，A 级铜合格率为 94.84%。公司始

终贯彻“安全第一、预防为主、综合治理”的安全工作方针，2017 上半年 SMCO 重、特大安全事

故为零。除正常的生产经营外，报告期内，SMCO 还正在进行小萃取技术改进项目及一期氢氧化

钴项目生产线筹备（3000 吨）工作。小萃取项目建设可使得 SMCO 含铜尾矿废水得到有效利用，

可为公司带来良好的经济效益并提升资源利用效率。氢氧化钴生产线建设项目正有条不紊的推进

中。 

新材料方面，公司积极搭建公司新材料业务平台，密切关注新材料行业发展趋势。报告期内，

公司与其他各方投资设立华碳（重庆）新材料产业发展有限公司，目前该公司人员招募及设备采

购等各项工作进展顺利，正有序推进试产筹备工作。通过此次投资对石墨烯相关产业进行布局，

为公司业务转型升级打下坚实基础。除此之外，公司在新型碳材料基础上拓展布局其他新材料领

域，助力公司从上游矿产资源到下游应用材料的产业链延伸。 

贸易业务方面，公司上半年度贸易额为人民币 11.48 亿元，同比增长 37.49%。自产阴极铜销

售的平均点价显著高于伦敦金属交易所均价，为公司创造了良好的经济效益，已逐渐成为公司业

务的重要组成部分。在 2016 年的基础上，公司 2017 年上半年度贸易工作取得了显著进展，贸易

规模增大，并形成了稳定的客户群。贸易产品除主营业务阴极铜外，还增加了镍、铝、白银、橡

胶等多个品种。 

金融业务方面，报告期内完成了龙生股份股权质押融资，开拓了新的银行授信渠道，为公司

运营和业务开展提供了稳定的资金来源。同时，上海鹏嘉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已完成私募基金管理

人登记，为公司开展投资业务提供自有基金平台。公司成为宁波江北鹏希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的有限合伙人，该合伙企业未来将合理投向价值高、收益回报好的产业，以期获得较高

的资本增值收益。 

矿产资源并购方面，公司 2017 年上半年通过增资入股的方式认购了澳洲上市公司 CLean TeQ 

16.17%的股份。Clean TeQ 旗下 Syerston 镍钴钪项目，是世界上最大钪矿项目及镍钴品位较高的镍

钴矿床之一，也是目前除非洲以外，少数可以达到量产的大型镍钴矿床，目前正在积极开展项目

可研工作。同时公司还在积极推进南非奥尼金矿重大资产重组项目，目前还需相关部门审批，如

重组顺利通过对公司经营战略具有重大意义。 

人才队伍建设方面，为了支持公司四大板块业务稳步扩张，丰富完整组织架构，公司正在全

面构建一个与中长期发展战略相适应的全方位人才团队。除了吸引有丰富行业经验的管理人员，

公司重视对青年人才的提拔培养，荣获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 2016-2017 年度校招新

锐奖。在报告期内，公司董事会选举董事楼定波为新一任董事长。公司设计了多层次、市场化的

股权激励计划，针对公司高管和员工分别推出了限制性股票计划和员工持股计划激励机制，在核

心团队的带领下，公司上下将充分发挥团队的战斗力和凝聚力。 

 

 



3.2 与上一会计期间相比，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原因及其影响 

□适用 √不适用 

 

3.3 报告期内发生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更正金额、原因及其影响。 

□适用 √不适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