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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0603                 证券简称：盛达矿业            公告编号：2017-055 

盛达矿业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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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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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盛达矿业  股票代码 0006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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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代继陈 段文新 

办公地址 
甘肃省兰州市城关区农民巷 8 号之 1 号盛

达金融大厦 31 层 

甘肃省兰州市城关区农民巷 8 号之 1 号盛

达金融大厦 31 层 

电话 0931-8806789 0931-8781211 

电子信箱 daijc@sdkygf.com duanwx@sdkygf.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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7,692,070.40 244,420,561.78 17.7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96,995,594.80 75,856,150.11 27.8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的净利润（元） 
68,333,501.30 68,970,918.10 -0.92%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4,337,151.57 191,209,875.31 -97.73%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3 0.15 -13.33%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3 0.15 -13.33%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3.78% 6.59% -2.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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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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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20,332,685.78 2,841,145,548.94 -4.2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2,251,921,167.55 2,515,988,945.25 -10.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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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7,5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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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甘肃盛达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29.88% 215,939,596 135,839,596 质押 215,939,596 

赵满堂 境内自然人 9.69% 70,000,000 52,500,000 质押 69,300,000 

三河华冠资源

技术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8.47% 61,241,600 61,241,600   

王小荣 境内自然人 2.99% 21,600,000  质押 21,600,000 

赤峰红烨投资

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2.95% 21,298,758    

赵庆 境内自然人 2.67% 19,270,650 19,270,650 质押 19,270,650 

卢宝成 境内自然人 2.66% 19,233,482  质押 14,600,000 

海通证券股份

有限公司约定

购回专用账户 

其他 2.21% 16,000,000    

天津祥龙企业

管理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1.90% 13,700,000 13,700,000 冻结 13,700,000 

赣州希桥置业

发展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1.87% 13,526,500 13,526,500 冻结 13,526,5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

说明 

自然人股东赵满堂系公司及其控股股东盛达集团、股东三河华冠的实际控制人，与自然

人股东赵庆系父子关系。公司未知其他前 10 名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属于《上

市公司股东持股变动信息披露管理办法》中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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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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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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总体经营情况 

     2017年上半年，有色金属行业整体转暖，价格呈现先涨后跌再涨的震荡走势，公司主要产品银铅锌金属市场价格较上年

同期上涨。报告期内，公司始终坚持以发展矿业为核心，紧紧围绕年度生产经营目标部署和开展相关工作。在主营业务方面，

一是加强对控股子公司银都矿业的经营管理，严控成本费用，精细化安排产销，保证主营业绩贡献；二是根据全资子公司光

大矿业、赤峰金都2017年业绩目标，分解落实管理责任，全力以赴加快矿山生产建设，力争按计划实现经营目标；三是积极

推进公司外延式发展，加大同行业并购力度，增厚公司资源储量，夯实公司产业基础。在对外投资方面，公司在做好现有项

目投后管理的同时，紧抓市场机遇，通过投资进一步推进金融产业、类金融产业的布局，培育未来新的利润增长点，为公司

主业带来良性补充，增强了公司发展后劲。报告期内，公司管理层在广大股东的支持下，按照董事会既定战略规划，各项工

作均取得了有效进展。 

     报告期内，公司以含银铅精粉、锌精粉的生产销售和有色金属贸易为主，实现主营业务收入28,769.21万元，同比增长

17.70%；营业利润17,416.80万元，同比增长13.46%；利润总额17,777.11万元，同比增长10.85%；实现每股收益0.13元。公司

销售收入、利润同比增长主要原因系报告期内产品价格上涨所致。 

     （2）经营计划完成情况 

     ①主营业务回报稳定，对外投资效益显著。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9,699.56万元，同比增长27.87%，股东回报持续、稳定；2017年上半

年，公司对外投资业务取得投资收益2,500万元（参股公司中民投2016年度现金分红），对公司主业形成有力补充。 

     ②光大矿业、赤峰金都矿山生产建设有序开展，产能逐步释放。 

     光大矿业、赤峰金都于2016年下半年注入上市公司，2017年两家铅锌银矿山企业正式进入建设产出阶段。报告期内，

光大矿业、赤峰金都均已取得采矿一期工程安全生产许可证，采矿工作正常开展；选矿方面，光大矿业30万吨选厂建设工程

基本进入收尾阶段，预计今年9月底前可建设完成并投入试生产；赤峰金都30万吨选厂目前正加紧实施基建准备工作，待取

得土地手续后，也将尽早建成投产。在选厂正式建成投产之前，光大矿业、赤峰金都选矿均采用委托加工，以确保全年经营

目标不受影响。 

     ③突出主业，加大行业并购力度。 

行业并购促使企业快速发展，也是资源类企业做强做大的必经之路。报告期内，公司紧紧围绕董事会年初制定的“年内

争取完成并购至少一个具有市场影响力的优质项目”的目标，积极组织人员就并购及对外投资工作进行市场调研、项目考察、

方案论证、标的选择，取得了一定成果，积累了宝贵经验和部分资源。 

报告期内，公司并购了一家有色金属贸易企业。2017年3月，公司出资3,500万元完成对盛达光彩的增资，取得盛达光彩

70%股权。盛达光彩是专注有色金属产业链上下游企业的矿产品原料、金属产品等购销服务业务的贸易公司，在贸易方面比

生产企业更为专业，销售方式灵活，具有成熟、稳定的销售渠道，能够实现较大规模的销售收入。同时，能够为公司研究有

色金属行业发展和金属价格趋势提供快速、准确的市场信息。 

2017年3月，控股子公司银都矿业与赤峰地勘签订关于受让东晟矿业70%的意向性协议；2017年7月，经公司2017年第二

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银都矿业通过招拍挂程序收购了赤峰地勘持有的东晟矿业70%股权。东晟矿业地处蒙东地区成矿

带，目前拥有一项采矿权和三项探矿权，其中巴彦乌拉矿区银多金属矿采矿区及探矿权保有资源储量矿石量（332+333）

258.679万吨，铅金属量17964.48 吨，平均品位0.694%；锌金属量31939.49 吨，平均品位1.23%；银金属量468709.58kg，平

均品位181.19克/吨。该矿区开发条件成熟，建设周期短，运输距离近，建成后作为银都矿业的一个采场。成功收购后，将进

一步增厚公司资源储量，提升公司在有色行业贵金属细分领域的资源优势。 

     2017年5月，公司召开的2017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全资子公司投资设立产业并购基金暨关联交易的

议案》，同意全资子公司盛达投资出资4,500万元与其他有限合伙人共同设立产业并购基金；2017年7月，该基金完成工商登

记注册和备案工作。通过设立该产业并购基金，能够充分发挥合作各方的优势，利用产业并购基金作为公司整合矿山项目资

源的平台，围绕公司既定的战略发展方向寻找、储备和培育优质项目，通过项目的储备和培育，降低公司的并购风险，通过

基金操作的灵活性，为公司寻找、培育最佳并购标的，加快推进公司产业发展战略，提升和巩固公司在行业内的地位。 

     （3）规范运作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依据证监会《企业内部控制基本规范》及其配套指引和公司《内控手册》，不断优化管控体系，完善内

部管理制度、流程，加强公司及子公司内控制度和流程的落实，严控经营成本和各项风险，有效提升了公司内控管理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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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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告期较上一会计期间相比，纳入合并财务报表范围的主体增加1户。公司通过增资方式购买取得内蒙古盛达光彩金

属材料有限公司70%的股权，纳入本期合并报表范围。 

 

 

 

 

 

 

 

 

 

                                 盛达矿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董事长：马江河  

 

                                             二○一七年八月二十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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