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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0688                               证券简称：国城矿业                        公告编号：2019-023 

国城矿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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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全体董事亲自出席了审议本次年报的董事会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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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国城矿业 股票代码        0006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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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商华军 方燕 

办公地址 
重庆市北部新区新南路 164 号水晶国际

808 室 

重庆市北部新区新南路 164 号水晶国际

808 室 

传    真 023-63067269 023-63067269 

电    话 023-63067270 023-63067268 

电子信箱 536506315@qq.com 463303432@qq.com 

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一）主要业务及主要业绩驱动因素 

报告期公司主营业务、主要产品、经营模式较2017年未发生重大变化，所从事的主要业务为有色金属采选业务及工业硫

酸业务，主要产品为铅精矿、锌精矿、铜精矿、硫精矿、工业硫酸、次铁精矿等，主要业绩来源于有色金属采选，报告期有

色金属采选业务收入占2018年度营业收入的95.70%。 

有色金属资源开发与国内外宏观经济状况息息相关。全球经济景气度、有色金属市场供需状况、有色金属产能状况、库

存等因素都将影响公司经营业绩。在公司有色金属采选业务成本相对稳定的情况下，公司业绩驱动主要因素为公司主要产品

的产销量和市场价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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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公司所在行业的发展状况与公司所处行业地位情况 

  (1)公司所属行业的发展阶段、周期性特点及在全行业或区域市场的市场地位情况 

    公司定位采选行业，掌握丰富铅锌矿产资源，长期来看，铅锌精矿市场需求旺盛，我国铅锌金属的消费量日趋扩大，大

部分铅锌冶炼企业原料自供率非常低，铅锌精矿的供应具有很高的对外依存度，市场价格受国内和国际市场综合影响，呈现

出较大的波动性。公司属于有色金属冶炼上游行业，旗下主要矿山东升庙多金属矿作为国内知名矿山，与全国范围内其它矿

山比较具有较低的采选成本以及较高的盈利能力，公司凭借丰富的资源优势和较强盈利能力在采选企业中处于领先地位。 

(2)公司在全行业或区域市场的市场份额，以及在行业总体经济总量中的占比情况 

2018年全国铅精矿产量133万金属吨，公司产量1.07万金属吨，占比0.805%，全国锌精矿产量284万金属吨，公司产量5.47

万金属吨，占比1.926%。（数据来源：中国有色金属工业协会www.chinania.org.cn） 

    （三）报告期内公司进行的矿产勘探活动以及相关的勘探支出情况 

(1)公司下属各矿山企业保有资源量情况（金属量统计含伴生资源量） 

截至报告期末，公司下属各矿山企业剩余资源（矿石）总量合计19965万吨，铅金属量21.7万吨，锌金属量179.7万吨，

铜3.3万吨，金21821公斤，银1179吨。 

（注：以上统计数据是根据公司下属各矿山企业备案资源储量，并结合之后进行的勘探活动所增加的资源储量，开采活

动所消耗的资源储量情况得出） 

资源总量=基础储量+资源量。基础储量是地质勘探程度较高，可供企业近期或中期开采的资源量，基础储量=工业品位

总量+一级边界品位总量。资源量是地质工作程度较低，主要是预测和推断的资源量，包括矿区外围附近的边界品位。 

上述资源总量统计数据中包括本报告期东升庙矿业700米以下标高备案新增储量和中都矿业江山矿区外围勘查项目备案

增加储量。 

(2)报告期内，公司下属各矿山企业的资源勘探情况及支出情况 

东矿探矿情况 

报告期内，东矿地质勘探工作主要为700米以下勘查许可证保留工作，已于2018年底完成保留换证工作，2018年已委托

评估单位做700米以下勘查许可证范围内资源储量出让收益金评估工作。 

2018年生产勘探工作主要是采矿许可证范围内生产各中段、分段的穿脉探矿、采矿巷道地质编录工作，共计7364米，坑

内钻5481米。 

2018年度未发生资源勘探支出。 

金鹏矿业探矿情况 

报告期内，金鹏矿业生产探矿工作主要为巷道穿脉及沿脉工作，共掘进探矿巷道1135m。其中沿脉790m，穿脉162m，上

山183m。2018年度资源勘探支出为316,378.86 元。 

中都矿产证照办理情况 

报告期内，中都矿产划定了采矿权范围，其主要工作为证件办理。2018年度资源勘探支出费用为4,965,105.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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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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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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 年 2017 年 本年比上年增减 2016 年 

营业收入 1,225,836,990.61 1,240,451,486.26 -1.18% 1,114,312,808.3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405,031,231.85 412,393,597.99 -1.79% 234,323,307.1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402,445,577.38 442,410,231.42 -9.03% 249,629,534.48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477,038,390.54 508,659,900.05 -6.22% 413,259,926.73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3561 0.3626 -1.79% 0.2060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3561 0.3626 -1.79% 0.206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7.50% 21.04% -3.54% 14.47% 

 2018 年末 2017 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减 2016 年末 

总资产 2,623,890,941.64 2,376,861,805.03 10.39% 1,957,171,505.9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2,341,455,842.04 2,171,184,602.33 7.84% 1,749,389,485.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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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2,192,313.75 375,224,420.86 208,161,537.97 330,258,718.0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10,568,345.14 145,584,601.76 51,082,952.80 97,795,332.1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110,581,358.70 148,341,082.37 60,098,591.23 83,424,545.08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11,030,286.01 299,341,199.23 -58,749,258.18 125,416,163.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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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期末普通股

股东总数 
21,088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一个

月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20,327 

报告期末表决

权恢复优先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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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甘肃建新实业集团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40.99% 466,139,241  质押 366,000,000 

浙江国城控股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32.99% 375,160,511  质押 375,046,900 

重庆市涪陵国有资产投资经

营集团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0.88% 10,000,000    

龙薇 境内自然人 0.69% 7,810,077    

林秋蓉  0.43% 4,885,1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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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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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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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公司属固体矿产资源业，按《深圳证券交易所行业信息披露指引第 2 号——上市公司从事固体矿产资源相关业务》的要

求，作如下披露： 

 

    2018年，受各种因素交织影响，公司生产经营局面较以往更加复杂。世界经济延续温和增长，但动能有所放缓；主要经

北京融亨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融亨合壹稳健三号证券私

募投资基金 

其他 0.36% 4,094,200    

李娜 境内自然人 0.36% 4,060,832    

龙燕 境内自然人 0.35% 4,028,600    

粟炼 境内自然人 0.34% 3,899,888    

张烺杰 境内自然人 0.34% 3,839,6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除第一大股东和第二大股东系同一实际控制人外，公司未知上述股东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属

于《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明 
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中自然人龙薇、林秋蓉、李娜、龙燕、粟炼、张烺杰及北京融亨基金管

理有限公司－融亨合壹稳健三号证券私募投资基金均为信用账户持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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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体增长态势、通胀水平和货币政策分化明显。美国经济复苏，美联储加息缩表持续，保护主义和单边主义抬头，国际经济

规则酝酿调整。国内在去杠杆和中美贸易战等多重因素影响下经济下行压力较大，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持续进行但力度有所减

弱，行业景气度和PPI指数全年向下趋势明显，大宗商品消费压力显现。全年铅价震荡下行，锌价冲高回落、整体价格较2017

年下滑。面对多变的市场环境，公司精准研判市场，以强化生产管控为突破口，围绕“对标先进、降本增效”，从制度完善、

指标分解、过程管控、现场服务、成果评价等方面多措并举，有力组织分子公司分级对标、突出重点、保优攻劣，将技术创

新作为突破口，不断破解发展难题，努力推进各项重点工作，同时，持续贯彻全员安全生产责任制，大力推进“双重预防机

制”建设，以中央环保督查“回头看”为契机，持续加大环保投资，报告期公司对标挖潜成效明显，安全意识和环境保护意

识持续提升，全年总体运营平稳目标任务顺利完成，并取得较好的经济效益，具体经营情况如下： 

    （一）2018年度生产经营指标的完成情况 

    报告期内，全年累计实现营业务收入122,583.70万元，比上年同期下降1.18%；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40,503.12万元，比上年同期下降1.79%；累计开采铅锌矿石222.22万吨，铜矿石20.66万吨；累计处理铅锌矿石230.25万吨，

铜矿石23.62万吨；生产锌精矿53,725.12金属吨、铅精矿8,899.50金属吨、铜精矿2,840.13金属吨、硫精矿396,645.39吨、

硫精粉241,646.86吨、硫酸117,978.00吨、次铁精矿117,907.00吨。具体情况如下： 

报告期收入、成本、费用、研发投入、现金流等项目变动如下表： 

                                                                                             单位：元 

项目 报告期 上年同期 同比增减（%） 变动原因 

营业收入 1,225,836,990.61  1,240,451,486.26  -1.18  --- 

营业成本 559,406,181.29  524,510,662.39  6.65  --- 

销售费用 8,496,191.03  4,790,838.82  77.34  详见注1 

管理费用 96,533,961.93  83,478,613.10  15.64  详见注2 

财务费用 -21,905,570.19  -5,257,085.10  -316.69  详见注3 

所得税费用 79,656,837.34  90,619,336.99  -12.10  --- 

研发投入       ---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477,038,390.54  508,659,900.05  -6.22  ---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696,892,235.63  -98,179,570.66  -609.81  详见注4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22,220,378.98  0.000000    详见注5 

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 -442,067,812.27  410,472,468.79  -207.70  详见注6 

注：1.销售费用同比增长77.34%，主要系子公司东矿适应市场变化改变销售模式，本年部分销售运费由公司承担所致。                

    2.管理费用同比增加15.64%，主要系报告期公司人员增加，以及加大对子公司安全生产检查和管控力度，导致人工费用

和差旅费同比增加；同时，报告期收购国城资源，支付的价款与合并日该公司净资产的合并差额计入当期管理费用。 

    3.财务费用同比下降316.69%，主要系①报告期东矿将暂时闲置的资金转为定期存款，银行存款利息收入同比增加；②根

据《安徽省财政厅、安徽省国土资源厅、安徽省环境保护厅转发财政部、国土资源部、环境保护部关于取消矿山地质环境治

理恢复保证金、建立矿山地质环境治理恢复基金的指导意见的通知》（财建【2017】1773号），原按照“企业所有、政府监管、

专户储存、专款专用”原则建立的矿山地质环境治理恢复保证金制度予以取消，矿山企业不再设立矿山地质环境治理恢复保

证金账户和缴存保证金，保证金缴存情况不再作为采矿权延续、变更、转让等必备报件。金鹏公司原开设矿山地质环境治理

恢复保证金专户并缴存的保证金，于2018年12月份由政府监管部门退还，并退还存款利息921.04万元。 

    4.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同比下降609.81%，主要系告期进行金融资产投资、认购朝阳银行股份及筹划购买额尔

古纳诚诚矿业有限公司支付保证金所致； 

    5.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报告期发生额-22,222.04万元，主要系报告期分配现金红利支付现金11,372.99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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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购股票支付现金10,846.09万元。 

    6.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同比下降207.70%，主要系报告期投资支付的现金增加和分配股利所致。 

原矿开采和处理量（单位：吨、金属吨）                                                                         

产品名称 
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期初库存 生产量 处理量 期末库存 期初库存 生产量 处理量 期末库存 

铅锌矿石 181,945.98  2,222,210.56  2,302,454.89  101,701.65  294,930.06  2,169,570.07  2,282,554.15  181,945.98  

铜矿石 38,409.00  206,636.00  236,164.00  8,881.00  50,491.00  217,441.00  229,523.00  38,409.00  

合 计 220,354.98  2,428,846.56  2,538,618.89  110,582.65  345,421.06  2,387,011.07  2,512,077.15  220,354.98  

  主要产品产销存情况 （单位：吨、金属吨）                                                                                        

产品名称 
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期初库存 生产量 销售量 期末库存 期初库存 生产量 销售量 期末库存 

铅精矿 2,161.61  8,899.50  10,820.80  240.31  2,579.39  12,129.59  12,547.37  2,161.61  

锌精矿 5,942.25  53,725.12  54,972.64  4,694.73  1,920.27  68,318.61  64,296.63  5,942.25  

铜精矿 0.75  2,840.13  2,810.22  30.66  3.79  2,126.79  2,129.84  0.75  

硫精矿 7,129.32  396,645.39  338,822.77  64,951.94  3,207.58  396,212.36  392,290.62  7,129.32  

硫铁粉 0.00  241,646.86  234,816.10  6,830.76  0.00  0.00  0.00  0.00  

硫  酸 491.56  117,978.00  117,978.16  491.40  336.86  105,029.00  104,874.30  491.56  

次铁精矿 33.10  117,907.00  117,940.10  0.00  312.99  96,041.00  96,320.89  33.10  

 

 （二）税制改革对公司当期和未来发展的影响 

    1.2017年11月24日，财政部、税务总局、水利部颁布关于印发《扩大水资源税改革试点实施办法》（财税〔2017〕80号）

的通知，自2017年12月1日起在北京、天津、山西、内蒙古、山东、河南、四川、陕西、宁夏等9个省（自治区、直辖市）扩

大水资源税改革试点。从公司下属子公司的成本结构构成来分析，水费在公司生产成本构成中比重较小，实施水资源费改税

后，对公司生产经营成本和税费负担无重大影响。 

    2.《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税法》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五次会议于2016

年12月25日通过，自2018年1月1日起施行。从公司下属子公司的成本结构和税费负担的构成来分析，排污费在公司生产成本

构成中比重较小，实施环保税对公司生产经营成本和税费负担无重大影响。 

环保税开征后，公司将进一步加大污染物防治力度，增加污染物自动监测设备等设施投资，污染减排设施的运行成本上

升，公司在污染治理方面的成本费用将增加。 

    3.依据《财政部 税务总局关于调整增值税税率的通知》【财税〔2018〕32号】，自2018年5月1日起，本公司及子公司增值

税应税收入按16%的税率计算销项税，并按扣除当期允许抵扣的进项税额后的差额计缴增值税。增值税改将降低公司增值税

实际税负，对公司经营活动现金流有一定的影响。 

（三）项目建设情况 

东矿项目建设情况 

（1）180 万吨/年采矿工程扩能技改项目。该项目系公司重点工程项目，项目一期工程已完成，二期工程尚处攻坚阶段，

报告期积极推进井建工程，因主要开拓井筒岩石结构破碎，涌水量大，致使工程进度缓慢，但不影响公司全年采矿能力。目

前东矿正在和设计院研究变更开拓方式和井下帷幕注浆堵水方案。 

（2）疏干水项目。疏干水项目系按照巴彦诺尔市政府“零入海”政策的要求落实推进的项目，2018年7月东矿成立了“疏

干水治理项目领导小组”，2018年10月6日开工建设。截止报告期末，土建工程及设备订货已完成，相关配套工作正有序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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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保、土地等手续尚在办理中。目前由于疏干水处理产生的浓盐水的排放方式发生政策性变化，东矿正在积极研究论证更加

经济可行的处理方案。 

（3）采空区治理工程项目。采空区治理需建设充填系统和多通道微震监测系统，2018年8月公司组织专家确定了采空区

充填治理方案和地压监测方案，截止报告期期末，充填系统项目用地申请正在编写，场平、工勘等工作已完成，多通道微震

监测系统的前期工作已作好准备并已开始施工。 

临河新海项目建设情况 

（1）2×5000吨酸罐项目。该项目于2018年10月30日完成并通过验收，酸罐已正式投入使用，为盘活硫酸销售，保障公

司利益奠定了基础。 

（2）65发烟酸项目。项目前期施工进度基本按计划逐步落实，截止报告期末已完成总工程量的80%。 

（3）后系统转化器改造工程项目。该项目于2018年9月22日完成施工并投入使用，改造后的转化器对生产效能的提升作

用明显，转化率从原先的99.4%提升至99.6%；系统阻力水柱从2.2米降至1.7米，尾气处理系统节能降耗作用明显，实现每天

增产25-30吨的目标。 

（4）环保建设项目。①尾气系统升级改造项目，为保障尾气排放符合国家标准，临河新海对尾气系统进行了改造升级，

项目于2018年10月25日已完成施工并运行；②建设尾气在线监测项目，项目于2018年10月25日并管完成，已具备电雾及在线

监测系统带负荷调试；③纯水处理系统建设项目，项目于2018年12月26日完成安装并投入使用，满足了生产用水需要并保障

了高压锅炉及重要设备的正常运行。 

金鹏矿业项目建设情况 

  报告期内，金鹏矿业加大矿区范围内边深部探矿和生产探矿工作寻找新的资源。 

    中都矿产项目建设情况 

    报告期内，中都矿产江山矿采选项目进展情况如下：①取得江山矿区地质汇交凭证；②编制完成江山矿矿产资源开发利

用方案，采选矿可行性研究报告、采矿初步设计、选矿工程初步设计、水土保持方案、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土地复垦方案等

项目报告；③2018年5月取得安徽省国土资源厅出具的《关于<安徽省凤阳县江山——大王府整合区金铅锌矿资源储量核实报

告（2017年）>矿产资源储量评审备案证明》（皖矿储备字【2018】023号）和占用矿产资源储量登记书（登记号为234116182.025）；

④2018年7月30日中都矿产向省国土资源厅递交了江山-大王府整合区采矿权划定矿区范围申请材料，截止报告期期末，尚未

取得划定矿区范围批复文件。 

  （四）安全生产情况 

  报告期，公司抓住安全验收时机，梳理完善各项安全制度、安全规程以及软件资料，组织各项目部对井下各领域进行了

无死角的优化和整改；以安全生产月为契机，开展了井下涌水逃生救援、尾矿库防汛应急等多项演练活动，切实提高应急实

战能力。2018全年安全生产局面持续平稳，未发生重大安全事故。 

  （五）环保责任履行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高度重视环境保护工作，通过实施有效的防治方案，减少废水、废气及粉尘的产污点；做好尾矿库在线

监测工作，抓好环保设备设施的正常运行，查堵现场“跑、冒、滴、漏”等现象，现场清洁文明生产有很大改观；对厂区空

闲地块进行绿化补植，进一步扩大了绿化面积。 

（六）科技创新与技术发展情况 

报告期内，东矿就矿石含碳、含杂比例过高的情况展开以流程优化为主攻方向的大革新小改造。5000t/d选矿厂和第一

选矿厂利用停车空档期增加了脱碳技改流程，大大降低了碳对浮选作业的影响，第三选矿厂通过不断试验，使用T-Cu配合新

型药剂试选氧化矿，取得较大突破，通过流程再造、技术攻关，东矿全年主要产品的回收率一直保持较高水平，同比优于往

年；扩能增效方面，第二选矿厂扩能技改一次性成功，日处理量提升了200吨；5000t/d选矿厂在资金投入不大的情况下，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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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理量提升近700吨； 

（七）内控建设情况 

    报告期公司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发生变更，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进行了调整和充实，加强公司文化机制建

设，确保公司治理有效、规范运作；及时修改公司内部控制制度和规章，加强上市公司合规培训，提升公司员工规范运作意

识；进一步强化内控制度的执行力度，完善全面预算计划，优化成本管控模式，加强采购招投标管理，提升公司智能化、自

动化管理水平，多举并措助推管理升级。  

（八）未来发展展望 

    (1)行业格局和趋势 

    2018年有色商品价格整体下行，而且幅度较大，主因全球主要经济体复苏的动能减弱，贸易保护主义抬头，贸易争端抑

制消费需求；同时，美联储加快了加息的步伐，导致新兴市场国家资本外流，货币贬值，局势动荡，投资者风险偏好下降加

剧了市场的下滑力度。虽然期间，增值税税率调整，企业税负整体有所降低，一定程度抵消金属价格下跌对公司业绩的负面

影响，但受到宏观环境影响，公司整体经营业绩仍有所下滑。 

展望 2019 年，随着中美贸易争端的和解，美联储加息步伐的放缓，国内经济和财政刺激政策的不断推出，金属价格将迎

来反弹的机会，税负降低将进一步增厚公司业绩，同时公司将不断通过强化内部管理和加速对外资源的扩张，做大做强主业

回报投资者。 

（2）发展战略 

我们的愿景是成为国内领先，国际知名的智能化、数字化、 绿色矿业企业，秉承“责任创造高效，激情谋求发展，专注

铸就卓越，创新构筑未来”企业文化，实现企业发展，成就员工价值，践行社会责任。公司发展战略致力于：坚持矿产资源

开发的主业定位和优先战略，通过加强勘探技术和能力推进现有矿山的探矿增储，通过开展优质矿业资源项目并购，确保资

源储量持续增长；坚持矿山资源纵向一体化经营发展战略，发掘利用资源优势，延伸产业链条，引领产业升级，发展循环经

济；坚持科技创新发展战略理念，探索矿业与科技、金融、贸易相结合路径，创新管理模式，扩大产业规模，提升公司核心

竞争力。 

（3）2019 年生产经营计划 

公司 2019 年度主要产品产量预算为： 

计划开采铅锌铜原矿 250 万吨；计划生产铅、锌精矿 6.9 万金属吨，铜精矿 0.4 万金属吨，硫精矿 30 万吨，硫铁粉 22

万吨； 

计划生产硫酸 13.93 万吨，生产次铁精矿 13.24 万吨。 

以上预算是基于现有公司矿山资源、经济环境及预计经济发展趋势的判断，能否实现取决于宏观经济环境、行业发展状

况、市场情况及公司管理团队的努力等诸多因素，存在不确定性，公司将根据市场状况及公司业务实际对上述产量预算指标

进行适时调整。 

以上经营计划不构成公司对投资者的业绩承诺，请投资者对此保持足够的风险意识。 

(4)2019 年具体工作安排 

2019 年，公司在安全生产、生态治理领域将面临更多挑战，创新发展、稳产增收任务将更加艰巨，为完成目标任务，

经营管理层将重点做好以下工作： 

1.抓好安全生产工作，以安全为前提做好各项工作； 

2.加强生产和销售管理，确保 2019 年目标任务的完成； 

3.持续推进在建重点项目，为公司的持续发展打下坚实的基础； 

4.紧盯市场动态，对外部环境做出快速反应，实现销售利润最大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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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对国城资源进行增资，加快其位于内蒙古乌拉特后旗青山工业园区硫铁钛资源循环综合利用项目的建设进程，尽早将

东矿公司的资源优势转变为经济优势，培育公司新的利润增长点。 

6.发挥自身资源、技术优势和上市公司平台优势，积极开展项目搜集、调研工作，择机实施并购计划，通过并购优质资

产，增强公司盈利能力和抗风险能力。 

7.加强内部管理，进一步提高企业管理水平。 

（5）可能面对的风险及解决方案 

  经营风险。公司子公司东矿所从事的铅锌矿采选及销售系本公司目前主要的利润来源之一，若产品的市场价格波动、回

收率下降、政策风险等因素导致生产成本上升、收入下降，或开采过程中出现技术问题、自然条件受限等问题，可能会对

公司未来的经营业绩造成一定影响。公司将积极跟踪市场变化，综合合理运用销售手段，建立完善的销售体系；通过持续

的技术改造，提升经营效益。 

政策风险。根据相关规定，矿产经营企业必须获得探矿权及采矿权许可证才能在许可期内在规定范围里进行探矿或采矿

活动（许可期满可以申请续期）。若本公司在该等权利期满时未及时续期，或本公司控制的矿产资源无法及时获得采矿权，

可能对公司生产经营产生一定影响。截止本报告期期末，东矿技改项目尚有部分相关证照在办理过程中。公司将及时了解

政策变化，适时采取应对措施，保证公司合法合规经营。 

安全生产风险。作为有色金属采选企业，自然灾害、设备故障、人为失误都会对安全生产造成安全隐患，甚至可能对公

司经营造成重大影响，对此公司将继续在安全生产方面加大资源投入，进一步建立健全安全生产管理制度、安全生产岗位

责任制，对采选矿各工程制定详尽明确、可操作性强的操作规程；加强对员工的法律法规、安全生产知识和技能教育，贯

彻执行“安全第一，预防为主”的安全生产方针，对井下通风防尘、提升系统安全保障、尾矿处理和尾矿坝的建设等多个

重大危险源进行重点检测、评估、监控，确保生产安全稳定运行。 

与环境保护有关的风险。公司主要从事铅、锌等基本金属采选业务及下游相关产品的生产，公司在矿产资源开采、选冶

过程中伴有可能影响环境的废弃物，如废石、废水的排放，以及地表植被的破坏。随着经济的发展，人民生活水平的改善，

环保意识的增强，国家对环境保护工作的日益重视，环保标准不断提高，国家提高环保标准或出台更严格的环保政策，可

能会导致公司经营成本上升，为避免该风险，公司将坚持废渣无害化、资源化，废水循环利用，并投入大量资金建设环保

设施，建立完善的环保管理与监督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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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铅精矿 191,935,788.53 109,962,589.65 57.29% -6.72% -14.97% -5.56% 

锌精矿 805,655,367.79 385,270,640.38 47.82% -7.90% -22.69% -9.15% 

铜精矿 136,612,568.50 116,479,074.04 85.26% 32.65% 87.33% 24.89% 

硫精矿 19,013,097.48 17,092,467.48 89.90% 13.31% 15.39% 1.62% 

硫铁粉 20,023,124.43 19,094,963.99 95.36% 0.00% 0.00% 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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硫酸 18,372,819.20 -5,358,189.66 -29.16% 48.30% 32.42% 34.84% 

次铁精矿 38,404,035.08 25,943,847.30 67.56% 29.04% 19.53% -5.37% 

小计 1,230,016,801.01 668,485,393.18 54.35% -1.00% -6.96% -3.47% 

减：内部抵销数 7,981,926.51 -293,384.72 -3.68% 53.50% -324.58% -6.19% 

合计 1,222,034,874.50 668,778,777.90 54.73% -1.23% -6.90% -3.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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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财政部修订发布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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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企业会计准则第24号——套期会计》等三项金融工具会计准则。公司于2018年11月1日召开第十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

议审议通过《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同意公司自2019年1月1日起执行上述三项金融工具准则，其余未变更部分仍按照

财政部前期颁布的《企业会计准则—基本准则》和各项具体会计准则、企业会计准则应用指南、企业会计准则解释公告以及

其他相关规定执行。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未对公司2018年度和会计政策变更之前公司总资产、总负债、净资产及净利润产生任

何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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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较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本报告期合并报表范围减少子公司两户，新增三户，具体为：①报告期出售建新嘉德股权减少

子公司一户；②报告期注销西藏建元减少一户； ③报告期完成对国城资源的股权收购，发生非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增加子

公司一户；④报告期内新设投资成立全资子公司两家：国城嘉华、国城国际发展有限公司。 

                                                                        国城矿业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吴城 

                                             2019年4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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