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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0751                    证券简称：股票简称 锌业股份                     公告编号：2017-032 

葫芦岛锌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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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异议声明 

姓名 职务 内容和原因 

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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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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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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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票简称 锌业股份 股票代码 0007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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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建平 刘采奕 

办公地址 
辽宁省葫芦岛市龙港区锌厂路 24 号葫芦

岛锌业股份有限公司证券部 

辽宁省葫芦岛市龙港区锌厂路24号葫芦岛

锌业股份有限公司证券部 

电话 0429-2024121 0429-2024121 

电子信箱 hld_xygf@163.com hld_xygf@16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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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34,253,056.74 1,966,859,141.25 59.3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80,632,135.93 56,575,242.82 42.5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的净利润（元） 
83,198,828.91 55,352,528.86 50.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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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139,392,233.91 170,885,868.48 -181.57%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572 0.0401 42.64%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572 0.0401 42.64%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3.67% 2.76% 0.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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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846,531,314.91 4,144,944,291.13 -7.2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2,240,199,554.30 2,159,567,418.37 3.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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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1,8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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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冶葫芦岛有

色金属集团有

限公司 

国有法人 23.59% 332,602,026    

#卢玲英 境内自然人 0.40% 5,664,153    

中国证券金融

股份有限公司 
其他 0.32% 4,561,500    

#陈奇恩 境内自然人 0.31% 4,400,000    

李大兴 境内自然人 0.21% 3,000,000    

#张树林 境内自然人 0.17% 2,400,000    

中国建设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

－国泰国证有

色金属行业指

数分级证券投

资基金 

其他 0.16% 2,209,076    

郑通韩 境内自然人 0.14% 2,042,000    

王楠 境内自然人 0.12% 1,664,400    

田辉勇 境内自然人 0.11% 1,600,0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

的说明 

公司未知前 10 名流通股股东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知前 10 名流通股股东是否属于《上

市公司持股变动信息披露管理办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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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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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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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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年以来，国内外经济环境复杂，国内经济运行压力不断加大，随着国家供给侧改革的深化，有色金

属、钢铁行业面临严峻的去产能压力。同时，随着原燃料价格上涨、加工费下降、进一步加大了冶炼企业

的运行压力。面对多重困难，公司以增收节支、降本增效为主线，采取有效措施外抓市场增效益，内抓管

理降成本，积极平衡和优化生产经营各项工作，保持了生产经营的稳定运行。上半年开展的主要工作如下： 

1.优化生产布局，保持生产连续稳定。上半年，硫酸系统焙烧系统积极适应原料品质变化，精细配料，

保证了生产系统“两矿”需求；电解锌系统克服“两矿”品质波动、挥发窑运行不稳定等困难，保证了系

统产能的稳定发挥；铅锌系统积极平衡生产与检修，缩短检修工期，完善了烧结系统，优化生产组织方向。

通过上述举措，公司圆满完成了上半年产量、技术定额指标计划。 

2.强化营销管理，塑造市场竞争新优势。 

一是及时调整采购策略，积极研判市场。综合考虑国内外锌精矿市场行情，为了保证价差效益最大化，

将采购重心转移到国内，在生产经营计划安排、生产组织、资金保障等方面向国内原料采购倾斜，原料系

统深入调研市场，准确把握各区域锌精矿供应情况和采购价差及运费涨跌走势，稳固传统市场，积极拓展

新兴市场，稳定国内锌精矿的采购量，满足了生产和效益需求；二是在产品销售上，公司密切关注锌市场

变化，参照其它冶炼厂的价格变化，合理定位价格升水，合理调配资源，优先保障价格效益较高地区的资

源供应，在实现产销平衡的基础上稳定经济效益；三是燃料辅材采购价格和质量得到保证。上半年，煤炭

市场延续了去年上行走势，造成公司成本压力进一步上升。为了有效控制燃料成本，公司密切关注煤炭市

场，坚持深入矿山选厂实地调研，掌握矿山利润盈亏平衡点，充分利用招标及议标等方式增加利润空间，

确保燃料采购价格处于市场低位。 

3.强化增收节支，塑造成本管控新优势。 

一是技术引领降原燃料成本。公司着眼效益，充分发挥工艺、技术优势，积极探索使用采购渠道宽、

附加值高的杂矿，最大限度地挖掘原料市场的盈利空间，创造了很好的经济效益。二是强化考核降能源成

本。公司进一步强化了能源考核，严查各道生产工序，严把各项消耗关口，杜绝能源消耗跑冒滴漏，上半

年44项能源考核指标完成43 项，完成率为97.73%。三是实现全面预算考核。随着生产负荷的稳定提升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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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定额指标的完善，结合公司生产经营的实际，财务部进一步细化了预算考核方案，重新核定了生产经

营的各项指标，严格考核和奖惩，取得了较好实效。 

    报告期内，完成有色金属产量15.05万吨，化工产品总产量22.26万吨，实现营业收入31.34亿元，实

现净利润8063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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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报告期无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 

 

 

 

 

 

 

 

 

葫芦岛锌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王明辉 

2017年 8月 1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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