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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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魏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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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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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调整后 调整前 

总资产 8,646,379 9,896,196.56 7,053,956.2 -12.6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3,786,744.11 5,333,177.67 4,140,440.13 -29.00 

 
本报告期 

（1-6月）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

期增减(%) 调整后 调整前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640,483.17 396,155.80 12,897.73 61.67 

营业收入 2,254,871.91 1,353,048.01 779,546.66 66.6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44,966.22 -130,372.12 -205,951.11 134.4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

性损益的净利润 
67,384.36 -205,749.49 -122,610.86 132.75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0.99 -3.93 -4.284 增加4.92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2 -0.11 -0.105 118.18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2 -0.11 -0.105 118.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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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910 

截止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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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股份数量 

上海复星产业投资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34.38 672,000,000 0 无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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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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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 无 0  

中国证券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2.05 40,049,326 0 未知 /  

常州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0.51 10,000,019 0 未知 /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国有法人 0.5 9,681,000 0 未知 /  

上海并购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人 0.26 5,153,077 0 未知 /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证

500 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

金 

境内非国有法人 0.23 4,558,400 0 未知 /  

冯烈耀 境内自然人 0.2 3,866,400 0 未知 /  

冯伟健 境内自然人 0.16 3,155,4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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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的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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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海

矿 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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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90   34.53   

 本报告期（1-6月） 上年同期 

EBITDA 利息保障倍数 8.00   6.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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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止本报告期末，公司资产总额 8,646,379.00 千元，较上期末减少 12.63%；负债总额

3,709,403.43 千元，较上期末增长 8.56%；归属于母公司的所有者权益 3,786,744.11 千元，

较上期末减少 29.00%；资产负债率 42.9%，比上期末增加了 8.37 个百分点。报告期内收入总额

2,254,871.91 千元，较上年同期增长 66.65%；归属于母公司的净利润 44,966.22 千元，较上

年同期增长 134.49%。 

（一）生产运营 

报告期内，公司逐步理顺生产流程，明确生产职责，加强生产管理。（1）通过学习文件规范

要求，结合公司实际生产环境，制定专项环保方案，地采通过环评验收；（2）顺利完成 1#主溜井

的整改和 2 台振动放矿机的安装工作；完成选矿厂节能改造，运转基本顺畅，实现了公司降本增

效的要求，提高了生产效率。  

（二）营销工作 

报告期内，公司稳步推进精准营销服务，不断满足客户个性需求。加强走访用户的次数，增

强营销服务的粘性。积极开辟新用户，优化用户结构，为营销工作打下基础；每周汇总业务员工

作拜访交流情况，及时更新客户需求信息；及时做好装、卸两个港口的靠装协调工作，争取速遣

费，努力避免产生滞期费。加强岛外现货销售，促进生产、运输、销售等环节的高效运转。 

（三）洛克石油 

报告期内，公司完成洛克石油并入海矿的交割和落地工作。下一步将根据股东要求及公司实

际运营情况，完成洛克石油章程修改等工作。 

（四）党建工作 



报告期内，根据上级党组织部署，开展“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专题教育活动。抓好党员“学

习强国”平台上线覆盖率，做到学习常态化。开展党群后备干部培训工作。开展劳动竞赛、安康

杯竞赛等活动，切实做好先进的评比表彰和劳模工作，做好宣传、送温暖、精准扶贫等工作。贯

彻从严治党理念，严格落实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加强各级廉政、纪检人员团队建设和业务培训，

做到打铁必须自身硬。做好扫黑除恶专项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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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新金融工具准则的会计政策 

财政部于 2017 年陆续发布了修订后的《企业会计准则第 22 号——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

《企业会计准则第 23 号——金融资产转移》、《企业会计准则第 24 号——套期会计》及《企业会

计准则第 37 号——金融工具列报》（统称“新金融工具准则”），根据上述文件要求，公司需对

原采用的相关会计政策进行相应调整。 

2、财务报表格式调整的会计政策 

财政部于 2019 年 4 月 30 日发布了《关于修订印发 2019 年度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通知》

（财会〔2019〕6 号）（以下简称“财会〔2019〕6 号”）的通知，要求执行企业会计准则的非

金融企业按照企业会计准则和财会〔2019〕6 号的要求编制财务报表，企业 2019 年度中期财务

报表和年度财务报表及以后期间的财务报表均按财会〔2019〕6 号要求编制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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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