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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738                           证券简称：中矿资源                           公告编号：2017020 

中矿资源勘探股份有限公司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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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 是 √ 否  

公司经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的普通股利润分配预案为：以 2016 年 12 月 31 日公司总股本 192,430,000 股为基数，向全体

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1.00 元（含税），送红股 0 股（含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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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矿资源 股票代码 0027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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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肖晓霞 黄仁静 

办公地址 
北京市海淀区长春桥路 11 号万柳亿城中

心 A 座 5 层 

北京市海淀区长春桥路11号万柳亿城中心

A 座 5 层 

电话 010-58815527 010-58815527 

电子信箱 chinazkzy@126.com chinazkzy@126.com 

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1、 公司主营业务、经营模式及业绩驱动因素 

报告期内，公司主营业务包括固体矿产勘查技术服务、建筑工程服务、后勤配套服务、矿权投资和贸易业务。 

固体矿产勘查技术服务是综合运用地质勘查技术，获取不同区域成矿地质信息，向客户提供矿权区内矿产资源潜力及开

发利用前景的评估报告。本公司矿产勘查技术服务以海外市场为主。 

建筑工程服务是公司凭借海外子公司的地缘优势和良好的行业口碑，充分利用“一带一路”战略机遇，承接的基础设施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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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工程业务和EPC总承包业务。报告期内，公司建筑工程业务订单增长迅速。 

矿权投资业务是借助公司长期从事地质勘查服务积累的丰富勘查经验和资源信息优势，通过登记申请、合作开发等方式

取得矿权，在取得阶段性勘查成果或探明矿区矿产品位及经济储量后，将矿权进行转让或评估作价入股以获取后续矿山开发

收益的投资行为。 

后勤配套服务主要是围绕公司主营业务提供的仓储、物流、勘查配套物资的生产、加工和销售等后勤配套服务。 

贸易业务是公司利用长期从事海外地质勘查服务积累的信息优势与资源优势，开展矿产品的贸易业务，扩展了公司的业

务范围。 

2、 报告期内公司所属行业的发展阶段、周期性特点以及公司所处的行业地位 

      历经数年矿业低迷，2016年，在商品周期性波动和政治格局变幻共同作用下，全球矿业逐步走出衰退阴影，呈现企稳

回升的良好态势。全球矿业指数有所回升，矿业活动明显回暖；主要矿产品价格完成筑底过程，价格上涨趋势较为明显；初

级和中级矿业公司融资困难有所缓解，矿业并购活动趋于活跃。受全球矿业复苏的影响，中国矿业行业指数也出现明显的回

升态势，资源供应结构优化，供给侧改革作用显现，主要矿产品进口呈增长态势，价格在相对底部基础上整体回升，资源税

改革成效初步显现。中长期看，随着世界经济的企稳复苏，尤其是来自印度、印尼等国工业化进程的加速，以及中国“一带

一路”战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资源税改革等政策的落地实施，矿产品需求和价格将温和复苏与增长，将带动公司勘查技

术服务业务、矿权投资业务及国际贸易业务的增长。 

    公司作为中国有色金属行业首批成规模“走出去”的商业性综合地质勘查技术服务公司，经过多年发展，公司逐步在经验、

管理、技术、人才、客户、机制等方面形成了较强的综合性竞争优势，尤其是在走出去市场经验、品牌、中高端客户资源等

方面具有较强的先发优势。公司在海内外拥有参控股子公司二十四家，已经形成良好的市场声誉，在中国有色金属勘查技术

服务海外细分市场的占有率名列前茅。随着全球勘查行业的深度调整，竞争力较弱的同行企业将难以维持，市场集中度将进

一步提升，公司的行业龙头地位进一步稳固。同时，伴随着公司矿权投资业务的深入开展，通过低成本获取矿业资产，将为

公司的长远发展奠定基础。 

3、公司的矿权投资情况 

    截至本报告期末，公司合计拥有33个矿权，其中采矿权30个，包括卡森帕矿业名下1个矿权、津巴布韦中矿名下1个矿权、

特惠公司名下13个矿权以及中矿铬铁名下15个矿权。公司拥有的3个探矿权均位于赞比亚，其中有两个探矿权处于详查工作

阶段。 

位于赞比亚的卡森帕矿业名下采矿权的矿权面积为249平方公里，该矿权区内希富玛铜矿南矿带铜矿已取得了详查成果，

根据北京中矿联咨询中心组织专家组进行的储量评审及其2014年4月3日出具的《关于〈赞比亚西北省希富玛铜矿南矿带铜矿

详查报告〉矿产资源储量评审意见的函》：希富玛铜矿详查区内合计探获铜矿石资源量（332+333类）3,046.90万吨，铜金

属资源量22.27万吨，平均品位0.73%；伴生金为6.7吨，伴生银为97.2吨，伴生钴为7,312.55吨，伴生锌为112,735.15吨；伴生

组分的资源量级别均为333类。卡森帕矿权区内卡马提克铁矿开展了以大型沉积--变质型铁矿矿床为目标的普查找矿工作，

截至2013年末，在已经发现16处铁矿(点)区的基础上，重点对铁1、2、4、5矿区进行了资源钻探验证工作，并已探获铁矿石

资源量3.48亿吨，TFe平均品位为46.38%。 

 中矿铬铁的铬铁矿采矿权位于津巴布韦，国际独立咨询评估机构SRK于2013年8月对其出具了《津巴布韦共和国兹维沙

瓦内市铬铁矿矿权独立评估报告》，经评估，该采矿权范围内有开采价值的铬铁矿矿石资源量（333类）为673万吨。 

    报告期后,根据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决议和2017年2月23日签署了的《矿权收购合同》，公司收购阿尔巴尼

亚普拉提铜矿采矿权100%权益，采矿权证转让过户手续正在办理中。普拉提铜矿面积290公顷。根据Arian公司2014年6月组

织编写的一份关于普拉提铜矿床的技术报告（符合加拿大NI 43-101标准），中矿资源于2014年12月31日完成阿尔巴尼亚普

拉提铜矿床资源量核实工作。使用Micromine三维矿业软件平台对资源/储量进行了估算：矿区内铜矿石资源量4,901,687吨，

铜金属资源量为104,575 吨，矿床平均品位2.13%Cu。其中332类矿石资源量为1,089,060吨，占总矿石资源量的22%，铜金属

量21,747吨，占铜总金属量的21%，平均品位为2.00%Cu；333类矿石资源量为3,812,627吨，占总矿石资源量的78%，铜金属

量82,828吨，占铜总金属量的79%，平均品位为2.17%Cu。普拉提铜矿伴生组分资源量估算结果为：伴生钴金属量1,020吨，

伴生锌金属量9,313吨，伴生金金属量4.46吨，伴生银金属量26.76吨。伴生组分的资源量均为333类别。 

    2017年，津巴布韦铬铁矿已启动小规模试采；赞比亚希富玛铜矿采矿权，目前正在进行外围区域的勘查工作；其余矿权

处于矿权维护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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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是否因会计政策变更及会计差错更正等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单位：人民币元 

 2016 年 2015 年 本年比上年增减 2014 年 

营业收入 359,344,881.45 344,869,233.13 4.20% 308,336,092.9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53,406,706.07 48,971,942.76 9.06% 44,859,798.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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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53,865,968.22 49,182,508.80 9.52% 44,372,207.87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57,056,156.98 -55,109,735.25 3.53% -8,765,155.94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2851 0.2686 6.14% 0.50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2851 0.2686 6.14% 0.5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9.25% 8.42% 0.83% 10.73% 

 2016 年末 2015 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减 2014 年末 

资产总额 978,238,676.20 776,411,820.48 25.99% 798,370,119.8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660,679,952.26 553,292,156.71 19.41% 609,810,695.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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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819,665.77 86,816,467.45 105,164,902.29 145,543,845.9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250,682.14 17,968,043.36 13,192,248.68 23,497,096.1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2,646,971.34 19,881,306.32 12,910,555.13 23,721,078.11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9,472,958.08 -17,825,889.06 -3,261,274.66 -26,496,035.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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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差异的主要原因为限制性股票成本摊销前三季度作为非经常性损益列示，年报将其调整为经常性损益，对分季度公告的数据

影响为限制性股票成本摊销减去所得税后的金额，具体如下表所示： 

项目 第一季度 第二季度 第三季度 

已公告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250,682.14 17,968,043.36 13,192,248.68 

已公告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896,471.34 21,106,656.32 14,398,480.13 

已公告非经常性损益 -354,210.80 -3,138,612.96 -1,206,231.45 

限制性股票成本摊销 -1,750,500.00 -1,750,500.00 -1,750,500.00 

所得税影响 - -525,150.00 -262,575.00 

税后限制性股票成本摊销对非经常性损益的影响 1,750,500.00 1,225,350.00 1,487,925.00 

更正后各季度非经常性损益 1,396,289.20 -1,913,262.96 281,693.55 

更正后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2,646,971.34 19,881,306.32 12,910,555.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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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

东总数 
10,406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

一个月末普通股股

东总数 

11,278 

报告期末表决权

恢复的优先股股

东总数 

0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一

个月末表决权恢复的

优先股股东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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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色矿业集团

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31.28% 60,192,000 60,192,000 质押 4,5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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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腾投资有限

责任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9.03% 17,367,300 12,960,000 质押 11,590,000 

王平卫 境内自然人 3.87% 7,452,000 6,912,000 质押 3,660,000 

深圳市帝基实

业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3.33% 6,399,638 6,300,000 质押 3,600,000 

全国社会保障

基金理事会转

持二户 

国有法人 2.34% 4,500,000    

河南省有色金

属地质矿产局 
国有法人 1.20% 2,314,287    

吉林省有色金

属地质勘查局 
国有法人 1.20% 2,314,287    

中央汇金资产

管理有限责任

公司 

国有法人 1.16% 2,228,400    

宁波达蓬资产

管理中心（有限

合伙）－达蓬秦

岭 1 号私募证

券投资基金 

境内非国有

法人 
1.08% 2,070,000    

肖晓霞 境内自然人 1.04% 1,998,000 1,908,0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

动的说明 

中色矿业集团有限公司是本公司控股股东，王平卫是本公司的 7 个共同实际控制人之一，肖

晓霞是本公司的 7 个共同实际控制人之一吴志华的配偶。除此之外，其他股东之间不存在关

联关系。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

说明（如有） 

宁波达蓬资产管理中心（有限合伙）－达蓬秦岭 1 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通过投资者信用证券

账户持有公司股份 2,070,000 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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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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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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否 

（1）公司债券基本信息 

债券名称 债券简称 债券代码 到期日 债券余额（万元） 利率 

（2）公司债券最新跟踪评级及评级变化情况 

（3）截至报告期末公司近 2 年的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单位：万元 

项目 2016 年 2015 年 同期变动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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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6年，世界经济在金融动荡、政局变幻中低速增长，全球矿业逐步走出衰退阴影，基本结束了下行探底的过程，呈

现企稳回升的良好态势。在全球矿产品需求和价格温和复苏的形势下，公司紧跟国家“一带一路”的发展战略，围绕既定的

发展目标，在生产经营方面，公司固体矿产勘查技术服务业务保持平稳发展，同时利用公司在赞比亚良好的市场经验和客户

基础，积极拓展EPC国际工程市场，签订了赞比亚卢萨卡西综合医院和赞比亚陆军第七团级军营及地区总部两个重大合同，

合同金额合计4.67亿美元，公司国际工程承包业务实现重大突破，公司整体生产经营活动保持了良好的发展态势。在公司治

理方面，进一步完善治理制度，公司运作与发展更加规范。在激励机制方面，公司对管理层和核心业务人员实施了第二期股

权激励，对提高员工的凝聚力、促进公司业绩增长起到了积极作用。 

    2016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35,934.49万元，较2015年增长4.20%，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5,340.67万元，较

2015年增长9.06%，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5,386.60万元，较2015年增长9.52%。 

    公司主营业务包括固体矿产勘查技术服务、建筑工程服务、后勤配套服务、贸易业务和矿权投资业务。报告期内，公司

主营业务收入34,584.92万元，比去年同期增长1.86%。其中固体矿产勘查技术服务收入11,698.25万元，占主营业务收入的

33.82%；建筑工程服务收入10,957.85万元，占主营业务收入的31.68%；后勤配套服务和贸易收入11,928.83万元，占主营业

务收入的34.49%。 

    2016年，公司实现海外主营业务收入27,291.65万元，占公司主营业务收入的78.91%，海外业务主要分布在赞比亚、津

巴布韦、刚果金、乌干达、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等国家，其中赞比亚子公司实现主营业务收入17,472.54万元，占公司主

营业务收入的50.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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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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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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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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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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公司2016年10月购买北京寰球地科工程技术有限公司100%的股权，并将其更名为北京中矿资源地科工程技术有限公司，

现有注册资本1100万元，主营业务范围为建筑工程项目管理、岩土勘察、岩土设计、岩土治理技术开发、技术转让、技术培

训；岩土监测技术开发等。报告期纳入合并范围。 

2、公司2016年8月受让中矿开源投资管理有限公司20%的股权，公司持股比例由35%增加到55%，成为本公司的控股子公司，

注册资本5000万元，报告期纳入合并范围。 

3、公司2016年4月设立中矿资源（香港）国际贸易有限公司，注册资本100万美元，公司持股100%，报告期纳入合并范围。 

（4）对 2017 年 1-3 月经营业绩的预计 

□ 适用 √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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