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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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西铜业 600362 - 

H股 香港联合交易所有

限公司 

江西铜业股份 358 -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由董事长代行董秘职责） 陆高明 

电话 0791-82710117  0791-82710112 

办公地址 中华人民共和国江西省南昌市

高新开发区昌东大道7666号 

中华人民共和国江西省南昌市

高新开发区昌东大道7666号 

电子信箱 jccl@jxcc.com jccl@jxcc.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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调整后 调整前 

总资产 133,106,720,782 102,865,826,951 102,865,826,951 29.40 

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净资产 

50,571,339,051 49,766,311,772 49,766,311,772 1.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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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512,497,316 803,264,622 805,336,653 586.26 

营业收入 105,042,933,126 104,505,429,936 104,505,429,936 0.51 

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净利润 

1,300,277,340 1,277,630,707 1,277,630,707 1.77 

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

润 

1,122,403,419 571,227,140 571,227,140 96.49 

加权平均净资产

收益率（%） 

2.59 2.63 2.63 减少0.04个百分

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

／股） 

0.38 0.37 0.37 2.70 

稀释每股收益（元

／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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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2,312 

截止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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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质押或冻结的股

份数量 

江西铜业集团有限公司 国有法

人 

41.79 1,447,247,110 0 无 0 

香港中央结算代理人有限

公司 

未知 32.94 1,140,646,442 0 未知   

中国证券金融股份有限公

司 

未知 3.00 103,719,909 0 未知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

任公司 

未知 0.92 31,843,800 0 未知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未知 0.45 15,724,533 0 未知   

北京凤山投资有限责任公

司 

未知 0.20 6,784,000 0 未知   

梧桐树投资平台有限责任

公司 

未知 0.17 5,993,953 0 未知   

程诗权 未知 0.15 5,265,345 0 未知   

易方达基金－工商银行－

外贸信托－外贸信托·稳

富 FOF单一资金信托 

未知 0.14 4,806,223 0 未知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 未知 0.12 4,288,288 0 未知   



司－国泰国证有色金属行

业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1）本公司控股股东江西铜业集团有限公司与其他

持有无限售条件股份的股东没有关联关系且不属于中国

证监会发布的《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规定的一致行

动人：（2）本公司未知其他持有无限售股份的股东之间

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属于中国证监会发布的《上市公司

收购管理办法》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

的说明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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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西铜业股

份有限公司

面向合格投

资者公开发

行2017   年

公 司 债 券

（第一期） 

17 江铜 01 143304 2017-9-20 2022-9-21 500,000,000 4.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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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7.79   49.42   

 本报告期（1-6月） 上年同期 

EBITDA利息保障倍数 3.73   5.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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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年以来，全球主要经济体下行压力持续加大。不稳定、不确定因素显著增多，铜产品市场

行情震荡下行，铜冶炼原料尤其是废铜供应压力不断增加，铜加工产品下游需求疲弱。面对严峻

的外部挑战，公司上下坚定信心、攻坚克难，通过采取“抓创新、推改革、强管理、促发展”等

一系列综合举措，成功克服诸多困难，有效应对各种挑战，取得了来之不易的成绩。 

报告期内，集团顺利完成各类产品产量计划，生产：阴极铜 74.93 万吨，同比增长 3.51%；

铜精矿含铜 10.2万吨，同比增长 0. 2%；黄金 12.88吨，同比减少 0.17%；白银 169.01吨，同比

减少 8.13%；钼精矿折合量（45%）3917吨，同比增长 4.82%；硫酸 207.86万吨，同比增长 0.03%；

硫精矿 129.96万吨,同比增长 8.03%；生产铜杆 46.41 万吨，同比减少 1.85%；除铜杆外的其他铜

加工产品 6.28万吨，同比减少 23.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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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 年 12 月 7 日，财政部正式公布了新修订的《企业会计准则第 21 号——租赁》(以下简

称“新租赁准则“)。根据财政部的要求，新租赁准则于 2019年 1月 1日实施。详情见本报告“附

注三、重要会计政策及会计估计之 33、会计政策和会计估计变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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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