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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0751                           证券简称：锌业股份                           公告编号：2018-031 

葫芦岛锌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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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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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954,703,663.19 3,134,253,056.74 26.1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52,928,441.92 80,632,135.93 -34.3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的净利润（元） 
 18,107,200.04  83,198,828.91 -78.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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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119,090,845.94 -139,392,233.91 14.56%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375 0.0572 -34.44%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375 0.0572 -34.44%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2.21% 3.67% -1.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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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589,687,992.94 4,160,249,198.45 10.3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2,428,742,864.13 2,375,814,422.21 2.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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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4,1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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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37% 5,271,637    

中国证券金融

股份有限公司 
其他 0.32% 4,561,500    

#陈奇恩 境外自然人 0.31% 4,400,000    

纪彦禹 境外自然人 0.27% 3,776,114    

常卫国 境内自然人 0.25% 3,515,900    

郑通韩 境内自然人 0.23% 3,173,700    

宋玉荣 境内自然人 0.22% 3,125,300    

刘志刚 境内自然人 0.22% 3,094,470    

#郭晓钰 境内自然人 0.16% 2,284,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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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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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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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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半年，全球经济增长的不确定性增加，随着市场经济的快速发展，有色金属矿山和冶炼企业格局发

生变化，有色行业市场原燃料价格上涨、加工费下降。面对诸多不利因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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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营工作的稳定运行。 

报告期内，公司完成有色金属总量16.6万吨、化工产品产量26.7万吨；实现营业收入39.55亿元、归

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5293万元。 

一、强化工艺改造，推动生产再上台阶 

公司充分发挥多系统并存的工艺优势，通过工艺设备改造、技术攻关及强化管理等多项措施，使综合

回收水平不断提升，综合利用效益成效显著。 

1.重塑硫酸锌综合回收平台。上半年，公司组织精干的工程和技术力量，全力推进项目收尾和联动试

车，改进了浸出压滤管路堵塞、蒸汽冷凝水倒流、斗提运行不畅等诸多问题，于5月底顺利实现投产。改

造后的湿法系统，硫酸锌系统日产量达到70吨。 

2.开拓多金属回收平台。一是将铋炉改做贵铅炉，解决了火法设备能力不足问题。二是将一台粗镉除

铁槽改为铅阳极泥脱铜槽，提高了湿法脱杂能力，脱铜与脱除铋锑可以同时进行，加快了金银生产进度，

大幅减少火法熔炼生产周期，也为提高金属回收效率创造了有利条件。 

二、掌握市场主动权，营销管理实现新跨越。 

今年以来，锌价经历先涨后跌、震荡加剧行情，原燃料高价位运行，冶炼行业风险进一步加大。公司

始终把营销工作作为应对市场挑战的重要抓手，积极研判市场，灵活调整营销策略，规避市场风险，取得

了较好的经济效益。 

1.原料采购采取内外结合策略，充分利用国际国内两个原料市场，合理、及时调整原料采购结构，创

新采购方式，使原料加工费位于国内领先水平。缓解了原料采购压力，保证了生产需求，为提升公司原料

综合价差奠定了基础。 

2.产品销售采取长短结合方式，用长单巩固数量，用短单带动价格，继续推进大客户、大供户战略，

突出战略合作，最大限度地获取市场效益。着力开发高端锌品市场 ，巩固与大钢厂的合作，扩大销售半

径，实现了产销平衡。 

3.燃料、材料备件采购采取供产结合方式，结合生产需求，注重采购质量，确保供应及时，同时，为

有效控制采购成本，对采购单价、采购额、采购渠道的确认重新进行了明确界定，建立了相互监督，集体

决策的制约机制，同时积极寻找替代品，降低采购成本。上半年，煤炭市场延续了去年上行走势，为了有

效控制燃料成本，公司密切关注煤炭市场，充分利用招标及议标等方式确保燃料采购价格不偏离市场，将

燃料采购成本降到最低；材料备件采购面向市场，净化采购渠道，提高直采率，取消了中间代理商和贸易

商，确保采购价格贴近市场。 

4.公司充分利用期货、现货两个市场，强化价格分析，突出市场预判，努力开展套期保值业务，降低

了主产品市场价格波动带来的风险。 

三、细化开源节流，促进内部潜能再释放。 

针对原燃材料和能源价格上涨导致产品成本急剧升高的严峻形势，公司进一步创新管理思路，另辟开

源节流途径，取得明显成效。 

1.促进产销平衡。一是加强了原燃料采购与生产组织的协调，在保证生产连续稳定运行的前提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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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原燃料库存。二是出台了新的奖惩措施，鼓励生产单位最大限度地消化处理各种中间物料和废渣，在上

半年锌价格调整过程中，减少了价格损失。 

2.加强预算控制，经营费用大幅降低。对进出厂物资数量较大、成本相对较高的汽运物资，通过招标、

谈判、议价等方式，汽运物流价格大幅下降，节约运费成本。探索开展票据池融资，盘活票据沉淀资金，

通过协商谈判，节省贴现息的支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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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子公司深圳锌达贸易有限公司纳入合并范围。 

 

 

 

 

 

 

董事长：于恩沅 

                                                            葫芦岛锌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8年8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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