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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矿业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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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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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南矿业 601969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姓名 刘明东 

电话 0898-26607630 

办公地址 海南省昌江县石碌镇 

电子信箱 hnmining@hnmining.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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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773,437,045.34 6,381,555,053.18 21.8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4,918,318,776.08 3,998,541,794.67 2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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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9,143,451.27 11,126,042.08 1,779.77 

营业收入 1,126,805,112.50 355,832,969.42 216.6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30,805,584.00 -102,832,641.21 129.6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383,604.49 -102,719,433.50 100.37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0.648 -2.427 增加3.08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16 -0.055 128.82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16 -0.055 128.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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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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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情况 

上海复星产业投资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34.38 672,000,000 672,000,000 无 

海南海钢集团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33.42 653,333,000 0 无 

上海复星高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17.19 336,000,000 336,000,000 无 

中国证券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2.02 39,498,326 0 未知 

钟大根 境内自然人 0.88 17,276,671 0 未知 

全国社保基金一零二组合 国有法人 0.70 13,608,432 0 未知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财通多策

略福享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未知 0.61 11,834,320 11,834,320 未知 

常州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0.61 11,834,319 11,834,319 未知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银华鑫盛

定增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未知 0.55 10,848,126 10,848,126 未知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国有法人 0.50 9,681,000 0 未知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上海复星产业投资有限公司与上海复星高科技（集团）

有限公司属于一致行动人，除此以外，上海复星产业

投资有限公司与其他股东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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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债券名称 简称 代码 发行日 到期日 债券余额 利率（%） 

海南矿业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

行 2016 年公司债券（面向合格

投资者）（第一期） 

16 海矿

01 
136667.SH 

2016 年 8

月 29 日 

2021 年 8

月 30 日 
106,000,000 5.65 

海南矿业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

行 2017 年公司债券（面向合格

投资者）（第一期） 

17 海矿

01 
143050.SH 

2017 年 3

月 24 日 

2022 年 3

月 27 日 
200,000,000 6.50 

 

反映发行人偿债能力的指标： 

√适用 □不适用 

主要指标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资产负债率 36.24% 37.00% 

 本报告期（1-6月） 上年同期 

EBITDA利息保障倍数 6.80 -2.29 

 

关于逾期债项的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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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 年上半年，铁矿石市场供大于求矛盾加剧，价格起伏较大，结构性矛盾突出。公司因逐

步由露采转地采，致使铁矿石生产成本上升，人均效能下降。面对诸多不利因素的干扰，在股东

的大力支持下，公司董事会、高管团队带领广大员工立足岗位、团结奋斗，在矿石生产、安全环

保、党建工作等各项工作中作出了积极的努力。 

    （一）生产运营 

    报告期内，公司生产面临着采场边坡滑坡、空间狭小，汽车运距长、重车爬坡长、设备老化、

故障多等诸多困难因素。为确保安全生产，公司聘请中国科学院武汉岩土力学研究所采用精密仪

器对北一西帮滑坡体实施了 24 小时动态监控，通过手机 APP 等渠道，每天实时向现场管理人员

和调度室提供监测结果，生产部门根据监测结果，结合现场实际情况，精心组织生产，合理编排

生产计划，及时调整采场生产空间及推进方向。选厂每月根据各项生产任务及时调整并制定详细

的生产计划，坚持实行每天召开生产碰头会、每月召开生产例会及周末领导值班制度，及时研究

解决各系统在生产组织过程中出现的重点、难点问题，不断强化各项基础管理工作。2017 年是公

司露采转地采最为关键的时期，为确保转产平稳过渡，为使地采早日建成投产，公司加强对地采

工程建设的管理，明确各个工程项目的时间节点，主动出击，想方设法解决各种工程建设难题。



在全公司的共同努力下，公司上半年较好地完成了生产任务。 

    （二）营销工作 

    报告期内，市场上甲粉价格低，销路不好，铁精粉矿价格高，而且比较畅销，公司根据市场

情况，及时调整产品方案，通过调整铁粉比率等方式，提高了产率，降低了成本，将本来滞销的

甲粉加工成销路好、溢价高的铁精粉，取得良好经济效益。 

    营销部门结合 C2M 战略，以市场为核心，不断提高个性化营销与差异化服务的能力。积极走

访钢厂用户，确保公司和客户的密切互动和深度沟通，不断了解和满足客户的差异化需求，建立

稳定的忠实顾客群。同时将客户的需求动态及产品质量情况反馈给公司相关部门，促使公司产品、

质量及服务更好地满足客户的需要。 

    （三）资本运作 

    2017 年 3 月 27 日公司完成 2017 年第一期公司债发行，募集资金 2 亿元人民币。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于以证监许可[2016]2980 号文《关于核准海南矿业股份有限公司

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核准，公司已于 2017 年 1 月 26 日向财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等 5 名投资

者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 股) 88,050,314 股，发行价格每股人民币 10.14 元，募集资金总额人民币

892,830,183.96 元，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876,044,901.02 元。本次公开发行新增注册资本实收情

况业经安永华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以安永华明（2017）验字第 60615139_B01 号验资

报告验证。 

    （四）安全环保管理工作 

    上半年公司实现安全生产，环境保护指标达标，安全环保形势总体相对稳定。工亡事故为零、

重伤事故为零、重大设备事故为零、重大火灾事故为零。 

    （五）人力资源 

    公司将加快推进全员竞聘工作，推进管技岗位和操作岗位员工竞聘。深入实施全员目标责任

书，有序推进退回劳务派遣工工作。继续推行内退、促进富余员工多渠道就业等减员分流措施。

实施结构性补员，深入实行外聘人员指导+内部“师带徒”制度，不断提高以内顶外员工的设备操作

熟练度。按 2017 年培训计划完成全年培训工作，确保不因培训考证而影响生产。制定公司长期绩

效激励计划，完善绩效考核管理办法，实现对中高层管理人员及骨干人员的激励与约束机制。 

    （六）党建工作 

    长期以来，公司党建工作具有优秀传统和良好基础，全体党员不断增强政治意识、大局意识、

核心意识、看齐意识，公司党组织积极发挥在“把方向、管大局、保落实”方面的政治核心作用，



努力以党建工作促进企业全面发展。公司各级党组织努力承担起从严治党的主体责任和监督责任，

不断加强基层党组织建设，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为企业

生产经营作出了积极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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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 年 5 月 10 日，财政部发布《关于印发修订<企业会计准则第 16 号——政府补助>的通知》

（财会[2017]15 号，以下称“《政府补助准则》”），自 2017 年 6 月 12 日起施行。由于上述《政府

补助准则》的修订，公司需对原会计政策进行相应变更，并按上述文件规定的起始日开始执行上

述会计准则。 

    根据修订后的《关于印发修订<企业会计准则第 16 号——政府补助>的通知》，与日常活动相

关的政府补助，应当按照经济业务实质，计入其他收益或冲减相关成本费用；与企业日常活动无

关的政府补助，应当计入营业外收支。同时，在利润表中的“营业利润”项目之上单独列报“其

他收益”项目，计入其他收益的政府补助在该项目中反映。公司执行上述新准则后对当期及前期

列报的损益、总资产、净资产不产生影响，对公司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无重大影响，

也无需进行追溯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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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