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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0751                           证券简称：锌业股份                           公告编号：2018-013 

葫芦岛锌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年度报告摘要 

一、重要提示 

本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年度报告全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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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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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传真 0429-2101801 0429-2101801 

电话 0429-2024121 0429-2024121 

电子信箱 hld_xygf@163.com hld_xygf@163.com 

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1.主要业务与经营模式 

公司的主要业务为有色金属锌、铅冶炼及深加工产品，同时综合回收镉、铟、金、银、铋，并副产硫

酸、硫酸锌等，道路普通货物运输。主产品锌、铅主要应用于冶金、建材、机电、化工、汽车等领域，如

材料防腐、压铸合金、电池等。 

公司按照主要设备的生产能力和运行状态，结合市场制定合理的生产计划，协调公司内外部资源，有

效组织产品的冶炼生产和市场营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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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行业发展情况 

锌、铅作为我国国民经济重要的基础原材料，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十分重要。我国铅锌下游产业具有

国际市场竞争优势，集中体现在冶炼产量和消费居世界第一，这不仅有利于我国铅锌上游产业的发展，也

有利于我国建立和维护铅锌产业链国际竞争优势。在锌、铅的主要终端消费市场中，汽车、电力及建筑行

业在过去几年均有很大幅度的增长，这种增长趋势预计在未来一段时间内还会继续。公司主营业务锌、铅

冶炼具有非常广阔的发展前景。公司现有有色金属年生产能力达到30万吨以上，在产能、规模、装备及技

术实力方面均处于行业前列，在国内铅锌冶炼行业具有重要地位。 

 

3、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1）近三年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单位：人民币元 

 2017 年 2016 年 本年比上年增减 2015 年 

营业收入 6,699,527,470.80 4,713,339,004.02 42.14% 4,127,083,536.7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216,247,003.84 134,396,248.85 60.90% 90,764,050.8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181,940,622.61  152,772,843.26 19.09% 85,387,476.64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54,854,300.74 8,096,396.32 577.52% 9,170,190.02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5 0.10 50.00% 0.06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5 0.10 50.00% 0.06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9.54% 6.42% 3.12% 4.58% 

 2017 年末 2016 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减 2015 年末 

总资产 4,160,249,198.45 4,144,944,291.13 0.37% 3,642,897,727.6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2,375,814,422.21 2,159,567,418.37 10.01% 2,025,171,169.52 

（2）分季度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人民币元 

 第一季度 第二季度 第三季度 第四季度 

营业收入 1,696,100,803.32 1,438,152,253.42 1,662,289,433.81 1,902,984,980.2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38,000,891.93 42,631,244.00 42,891,840.20  92,723,027.7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38,882,870.23 44,315,958.68 41,869,227.64  56,872,566.06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304,158,280.53 164,766,046.62 233,139,271.47 -38,892,736.82 

上述财务指标或其加总数是否与公司已披露季度报告、半年度报告相关财务指标存在重大差异 

□ 是 √ 否  

4、股本及股东情况 

（1）普通股股东和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数量及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 187,800 年度报告披露日 181,570 报告期末表决权 0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 0 

http://www.mining120.com/quote/xin/
http://www.mining120.com/quote/5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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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股东总数 前一个月末普通

股股东总数 

恢复的优先股股

东总数 

一个月末表决权恢

复的优先股股东总

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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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境内非国有

法人 
23.59% 332,602,026    

卢玲英 境内自然人 0.41% 5,749,990    

华鑫国际信托

有限公司－华

鑫信托·价值回

报 23 号证券投

资集合资金信

托计划 

其他 0.38% 5,399,000    

中国证券金融

股份有限公司 
其他 0.32% 4,561,500    

朱世国 境内自然人 0.32% 4,530,000    

陈奇恩 境内自然人 0.31% 4,400,000    

纪彦禹 境内自然人 0.25% 3,576,114    

郑通韩 境内自然人 0.23% 3,263,200    

张树林 境内自然人 0.20% 2,765,600    

林越杰 境内自然人 0.16% 2,3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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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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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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以方框图形式披露公司与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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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年，铅锌行业市场原料、燃料供应紧张、采购成本上升、加工费下降、产品需求萎缩不振；同时，

公司部分主要设备进入周期性检修，产能提升空间有限，面对诸多不利因素，公司董事会及经营层精密筹

划，精心组织，精准发力，努力克服各种困难，积极应对各种挑战，主要开展了以下工作：一是设备检修

科学规划，合理安排，保障各系统稳定运行的同时，实现全年检修不减产的目标；二是积极应对市场挑战，

加强了生产、经营与市场的密切联动，产品市场开发取得新突破，实现了公司效益最大化。 

报告期内，公司完成有色金属总量30.2万吨、化工产品产量46.6万吨；实现营业收入67亿元、归属于

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2.16亿元。 

一年来，公司坚持以降本增效为重点，创新工作思路，着力防范市场风险，控制生产成本，压缩期间

费用，持续推动技术创新，深化安全环保治理，培育新的效益增长点，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抓检修、提产能，保障各系统稳定运行。 

2017年生产各系统都集中进入大修期，检修项目之多、工作量之大、施工难度之高前所未有。公司生

产系统科学规划、合理安排，抢工期、赶进度、保质量、控费用。一是电解锌厂开创性实行带生产检修，

提前40天完成电一、电二检修任务，彻底解决了影响系统安全运行问题，阴极锌产量再创历史新高，直流

电单耗和吨锌加工费均达到同行业先进水平。二是铅锌厂首次进行全系统检修，完成了260多个检修改造

项目，综合回收能力得到大幅提升，建立起以处理杂料为主的生产新模式。三是精锌厂结合炉塔大中修，

重点解决了天然气燃烧特性与现有炉体结构不匹配问题，燃气成本大幅降低，全年按用户需求及时生产出

各种合金、低铁锌、纯锌大锭等高附加值产品。四是硫酸厂对109系统、东山一、二系统全部进行了停产

检修，彻底解决了关键设备缺陷，确保了两矿供应。五是综合利用厂优化工艺条件，促进增产增收，各小

品种生产全面完成年度计划。六是热电厂对旋涡炉系统进行了检修改造，余热回收能力和中间物料处理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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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大幅提升。七是各职能部门和生产辅助单位抓衔接、搞联动，积极为生产系统服务，保障了各系统稳定

运行。 

（二）抓市场、控风险，实现价格效益最大化。 

     2017年，产品市场剧烈震荡，能源和原料价格大幅上涨，市场风险日趋加大。公司采取有力措施，积

极应对市场挑战，一是整合经营系统的5个部门，成立经营公司，打破了原有部门各自为政、单打独斗的

局面，加强了生产、经营与市场的密切联动，营销工作效率明显提高。二是国内原料采购抢抓市场资源，

价差实现国内领先；进口混合矿通过加工费谈判、点价等实现效益最大化。三是物资供应更加透明及时，

物资采购渠道全面向社会开放，采购过程实现透明可控，直采率达到99.1%，设备、备品备件采购与多个

生产厂家签订了长期战略合作协议，质量、价格得到双重保证。四是燃料采购新开发了焦粒、洗精煤、焦

炭三个品种的替代品，降低了采购成本。五是进口原料转港圆满成功，所有进口矿业务全部转往葫芦岛港，

并获得了企业海关高级认证资质，相比过去节省了港杂费和运费。六是开展了部分锌精矿套期保值业务，

实现了期货销售与现货销售联动，锁定了价格效益。 

2、报告期内主营业务是否存在重大变化 

□ 是 √ 否  

3、占公司主营业务收入或主营业务利润 10%以上的产品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产品名称 营业收入 营业利润 毛利率 
营业收入比上年

同期增减 

营业利润比上年

同期增减 

毛利率比上年同

期增减 

热镀锌 3,349,592,794.12  335,875,322.31  11.14% 48.13% 27.01% -0.65% 

锌锭 2,279,396,337.42  176,484,352.50  8.39% 30.50% -51.23% -9.99% 

4、是否存在需要特别关注的经营季节性或周期性特征 

□ 是 √ 否  

5、报告期内营业收入、营业成本、归属于上市公司普通股股东的净利润总额或者构成较前一报告期发生

重大变化的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6、面临暂停上市和终止上市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7、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1）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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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年4月28日财政部印发了《企业会计准则第42号——持有待售的非流动资产、处置组和终止经营》，

该准则自2017年5月28日起施行。对于该准则施行日存在的持有待售的非流动资产、处置组和终止经营，

应当采用未来适用法处理。 

2017年5月10日，财政部发布了《企业会计准则第16号——政府补助》（修订），该准则自2017年6月

12日起施行。本公司对2017年1月1日存在的政府补助采用未来适用法处理，对2017年1月1日至本准则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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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之间新增的政府补助根据本准则进行调整。经本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三十二次会议于2017年12月6日决

议通过，本公司于2017年6月12日开始执行新修订的政府补助准则，本公司对政府补助的会计核算为总额

法。 

财政部根据上述2项会计准则的相关规定，对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进行了修订，并于2017年12月25

日发布了《关于修订印发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通知》；资产负债表新增“持有待售资产”行项目、“持

有待售负债”行项目，利润表新增“资产处置收益”行项目、“其他收益”行项目、净利润项新增“（一）

持续经营净利润”和“（二）终止经营净利润”行项目。2018年1月12日，财政部发布了《关于一般企业

财务报表格式有关问题的解读》，根据解读的相关规定： 

对于利润表新增的“资产处置收益”行项目，本公司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第30号——财务报表列报》

等的相关规定，对可比期间的比较数据按照《通知》进行调整。 

对于利润表新增的“其他收益”行项目，本公司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第16号——政府补助》的相关规

定，对2017年1月1日存在的政府补助采用未来适用法处理，无需对可比期间的比较数据进行调整。 

由于“资产处置收益”项目的追溯调整，对2016年的报表项目影响如下： 

项  目 变更前 变更后 

资产处置收益  18,867,924.52 

营业外收入 23,942,466.40 5,074,541.88 

营业外支出 42,319,060.81 42,319,060.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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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本期葫芦岛有色金属（集团）进出口有限公司已进入法院破产清算程序，不纳入合并范围。 
 

 

 

 

 

 

 

董事长：于恩沅 

                                                            葫芦岛锌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8年4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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