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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0751                           证券简称：锌业股份                           公告编号：2019-14 

葫芦岛锌业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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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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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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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传真 0429-2101801 0429-2101801 

电话 0429-2024121 0429-2024121 

电子信箱 hld_xygf@163.com hld_xygf@163.com 

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1.主要业务与经营模式 

公司的主要业务为有色金属锌、铅冶炼及深加工产品，同时综合回收镉、铟、金、银、铋，并副产硫

酸、硫酸锌等，道路普通货物运输。主产品锌、铅主要应用于冶金、建材、机电、化工、汽车等领域，如

材料防腐、压铸合金、电池等。 

公司按照主要设备的生产能力和运行状态，结合市场情况和产品需求制定合理的生产计划，协调公司

内外部资源，有效组织产品的冶炼生产和市场营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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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行业发展情况 

锌、铅作为我国国民经济重要的基础原材料，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十分重要。我国铅锌下游产业具有

国际市场竞争优势，集中体现在冶炼产量和消费居世界第一，这不仅有利于我国铅锌上游产业的发展，也

有利于我国建立和维护铅锌产业链国际竞争优势。在锌、铅的主要终端消费市场中，汽车、电力及建筑行

业在过去几年均有很大幅度的增长，这种增长趋势预计在未来一段时间内还会继续。公司主营业务锌、铅

冶炼具有非常广阔的发展前景。公司现有有色金属年生产能力达到32万吨以上，在产能、规模、装备及技

术实力方面均处于行业前列，在国内铅锌冶炼行业具有重要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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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追溯调整或重述原因 

会计差错更正 

单位：人民币元 

 2018 年 
2017 年 

本年比上年

增减 
2016 年 

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后 调整前 调整后 

营业收入 8,357,636,178.18 6,699,527,470.80 6,699,527,470.80 24.75% 4,713,339,004.02 4,713,339,004.0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 
53,072,918.54 226,894,328.91 216,247,003.84 -75.46% 134,396,248.85 134,396,248.8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

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20,239,389.66 192,587,947.68 181,940,622.61 -88.88% 152,772,843.26 152,772,843.26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净额 
-127,451,398.80 54,854,300.74 54,854,300.74 -332.35% 8,096,396.32 8,096,396.32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4 0.16 0.15 -73.33% 0.10 0.10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4 0.16 0.15 -73.33% 0.10 0.1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2.21% 9.98% 9.54% -7.33% 6.42% 6.42% 

 2018 年末 
2017 年末 

本年末比上

年末增减 
2016 年末 

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后 调整前 调整后 

总资产 4,669,947,950.34 4,170,896,523.52 4,160,249,198.45 12.25% 4,144,944,291.13 4,144,944,291.1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资产 
2,428,887,340.75 2,386,461,747.28 2,375,814,422.21 2.23% 2,159,567,418.37 2,159,567,418.37 

会计政策变更的原因及会计差错更正的情况 

内容详见 2018 年 12 月 29 日公司在巨潮网披露的相关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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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46,292,560.32 2,008,411,102.87 1,980,406,894.41 2,422,525,620.5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33,799,699.86 10,189,480.94 10,453,304.12 -1,369,566.3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30,757,911.07 -21,359,069.23 4,703,475.92 6,247,071.90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394,284,598.42 275,193,752.48 138,409,135.73 -146,769,688.59 

http://www.mining120.com/quote/xin/
http://www.mining120.com/quote/559/


葫芦岛锌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年度报告摘要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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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

股股东总数 
168,377 

年度报告披露日

前一个月末普通

股股东总数 

168,5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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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冶葫芦岛有

色金属集团有

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23.59% 332,602,026    

邹长铃 境内自然人 0.56% 7,927,330    

曾凡启 境内自然人 0.38% 5,409,2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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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境内自然人 0.31% 4,400,000    

纪彦禹 境内自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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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96,000    

宋玉荣 境内自然人 0.22% 3,125,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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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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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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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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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否 

2018年，国内外经济形势复杂多变，贸易保护主义抬头，市场环境严峻，经济面临下行压力。面对市

场需求不旺，原料加工费持续低迷，燃料能源价格的居高不下的严峻形势，公司董事会及经营层结合公司

实际，紧紧围绕“向主业聚焦、向上游拓展、向下游延伸、向巨人靠拢”的战略目标，调动一切积极因素，

迎难而上，聚力攻坚，全力做大总量、做活存量、做强增量、做优质量，公司的各项工作呈现逆势有为的

良好态势。 

报告期内，公司完成有色金属总量32万吨、化工产品产量52万吨；实现营业收入83.58亿元、归属于

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0.53亿元。 

2018年主要工作情况： 

一、完善工艺，优化生产组织结构。 

围绕年初确定的产量目标，积极平衡生产因素，不断优化生产组织结构，加大技术改造力度，深入挖

掘现有工艺装备潜力。一是实现电解锌系统阴极锌转换热镀锌能力的匹配，打破了制约生产的瓶颈，提高

了阴极锌的产量；二是实现铅锌密闭鼓风炉系统烧结与熔炼能力的匹配，提高了烧结系统生产能力及烧结

块质量，解决烧结与密闭鼓风炉生产能力不平衡问题；三是实现了中间物料平衡与生产能力提升的匹配，

通过强化生产配料操作，提高了各种高杂矿和中间物使用量，降低了原料费用。 

二、贴近市场，及时调整营销策略，努力实现产销平衡。 

1.扩大业务半径，产品升水保持行业领先。一是加大了市场开发的力度和广度，在巩固现有用户的基

础上，又开发了新用户，将销售半径由华北、华东向华南辐射；二是密切关注市场，及时调整销售策略，

通过延伸服务不断巩固与传统重点用户的业务关系，提高大钢厂采购量，大力提高产品升水。三是硫酸销

售充分利用价格杠杆和仓储能力，大力开发高价地区市场，销量达到历史新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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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做大原料采购价差。上半年国内原料采购竞争激烈，公司充分发挥在国内外两个市场的规模优势，

坚决贯彻“内外结合，互相促进，整体提升”的指导思想，逐步加大进口矿采购量，为国内采购创造了有

利条件。从下半年开始，抓住进口矿港存大幅增加，进口矿加工费快速提高的契机，及时调整采购策略，

大幅降低了采购价格，挽回上半年因矿资源紧张和锌锭价格下降造成的效益损失，同时为满足生产需要，

完成生产计划提供了坚实保障。 

3.物资采购模式不断创新。焦炭采购以发车前定价的模式规避了资金风险，焦粒采取中旬定价方式，

对比月初定价方式降低了采购成本。采购部取缔了所有的代理商和贸易商，大大地提高了直采率。钢材、

标准件等实行集中采购和趋势择机采购，并且开发了塑料、钢材、阀门等产品新渠道，与主流供应商建立

战略合作联盟，稳定了资源保障。 

三、稳定设备，强化检修，推进经验型管理向科学化管理的转变。 

设备管理以提高设备运转周期和降低能源消耗为重点，以强化检查和细化考核为手段，大胆创新，锐

意进取，积极推进设备管理由经验型管理向科学化管理的转变。在设备管理上，对过去的规章制度进行了

大梳理、大调整，通过查缺补漏，完善提高，建立起了一套科学完整的制度体系，实现了设备管理制度的

全覆盖。坚持日常检查和专项检查相结合，对公司常规设备和特种设备进行经常性检查，在每周检查一次

的基础上，经常开展各种专项检查，发现问题及时处理。同时积极开展设备评等晋级活动，调动生产单位

维护设备的积极性，设备维护水平普遍提高。 

四、精打细算，开源节流，向内挖潜增效。 

公司致力于管控成本费用，深入挖掘内部潜力。一是加强材料管理，严格控制采购计划，强化验收，

统筹协调各种库存物资的使用，推行以旧换新制度，各项材料物资成本均有不同程度的下降；二是大力节

约检修费用，深挖检修潜力。通过落实费用指标，开展修旧利废，控制检修规模，减少外委及压缩检修费

用等措施，有效增强了各单位的挖潜意识和主动性；三是加强能源分类管理，电力削峰填谷，天然气按日

管理，供水采用总量控制，大幅降低了各类能源的使用量；四是办公自动化系统的完善，实现了公司80%

以上的日常管理流程网上办公，节约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提高了工作效率。五是试行了产成品条

码管理，对产成品的生产管理、检斤管理、库存管理、销售管理都将产生积极的影响，为公司产成品管理

实现信息化、网络化奠定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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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锌品 6,002,243,670.80 277,749,204.10 4.63% 6.63% -45.79% -4.47% 

铅 430,039,867.50 57,976,735.70 13.48% 18.94% -500.61% 17.48% 

有色金属贸易 1,029,781,700.89 12,107,732.50 1.18% 0.00% 0.00% 1.18% 

其他产品 829,589,418.25 113,400,301.10 13.67% 54.26% 32.50% -2.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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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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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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重要会计政策变更 

2017年6月财政部发布了《企业会计准则解释第9号—关于权益法下投资净损失的会计处理》、《企业

会计准则解释第10号—关于以使用固定资产产生的收入为基础的折旧方法》、《企业会计准则解释第11号

—关于以使用无形资产产生的收入为基础的摊销方法》及《企业会计准则解释第12号—关于关键管理人员

服务的提供方与接受方是否为关联方》等四项解释，本公司于2018年1月1起执行上述解释。 

根据财政部2018年6月15日发布的《关于修订印发2018年度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通知》（财会

[2018]15号）要求，对尚未执行新金融准则和新收入准则的企业应按如下规定编制财务报表： 

资产负债表中将“应收票据”和“应收账款”归并至新增的“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项目；将“应收

股利”和“应收利息”归并至“其他应收款”项目；将“固定资产清理”归并至“固定资产”项目；将

“工程物资”归并至“在建工程”项目；将“应付票据”和“应付账款”归并至新增的“应付票据及应付

账款”项目；将“应付股利”和“应付利息”归并至“其他应付款”项目；将“专项应付款”归并至“长

期应付款”项目。 

利润表中从“管理费用”项目中分拆出“研发费用”项目，在财务费用项目下分拆“利息费用”和

“利息收入”明细项目。 

本公司根据财会[2018]15号规定的财务报表格式编制2018年度财务报表，并采用追溯调整法变更了相

关财务报表列报。相关列报调整影响如下： 

2017年12月31日受影响的合并资产负债表和母公司资产负债表 

项  目 合并资产负债表 母公司资产负债表 

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前 调整后 

应收票据 250,682,891.09 
 

250,682,891.09  

应收账款 55,904,138.52  55,904,138.52  

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  306,587,029.61  306,587,029.61 

应收利息     

应收股利     

其他应收款 9,598,165.54 9,598,165.54 9,698,165.54 9,698,165.54 

固定资产 830,767,697.05 830,767,697.05 830,755,607.69 830,755,607.69 

固定资产清理     

在建工程 262,283,270.92 262,283,270.92 262,283,270.92 262,283,270.92 

工程物资     

应付票据 17,642,250.00  17,642,250.00  

应付账款 185,817,450.91  185,817,450.91  

应付票据及应付账款  203,459,700.91  203,459,700.91 

应付利息 1,841,818.78  1,841,818.78  

应付股利     

其他应付款 172,889,677.55 174,731,496.33 172,889,677.55 174,731,496.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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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期应付款     

专项应付款     

2017年度受影响的合并利润表和母公司利润表 

项  目 合并利润表 母公司利润表 

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前 调整后 

管理费用 264,253,647.42 261,991,692.30 264,253,077.42 261,991,122.30 

研发费用  2,261,955.12  2,261,955.12 

（2）重要会计估计变更 

本报告期内，公司无重大会计估计变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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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前期会计差错更正 

(1) 追溯重述法 

会计差错更正的内容 处理程序 受影响的各个比较期间报

表项目名称 

累积影响数 

调整原材料锌精矿暂估红

字冲销数量差错 

经董事会、监事会审议通过 存货 -10,647,325.07 

调整原材料锌精矿暂估红

字冲销数量差错 

经董事会、监事会审议通过 未分配利润 -10,647,325.07 

调整原材料锌精矿暂估红

字冲销数量差错 

经董事会、监事会审议通过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 -10,647,325.07 

调整原材料锌精矿暂估红

字冲销数量差错 

经董事会、监事会审议通过 营业成本 14,855,037.52 

调整原材料锌精矿暂估红

字冲销数量差错 

经董事会、监事会审议通过 
资产减值损失 -4,207,712.45 

调整原材料锌精矿暂估红

字冲销数量差错 

经董事会、监事会审议通过 
利润总额 -10,647,325.07 

调整原材料锌精矿暂估红

字冲销数量差错 

经董事会、监事会审议通过 
净利润 -10,647,325.07 

调整原材料锌精矿暂估红

字冲销数量差错 

经董事会、监事会审议通过 
其中：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

的净利润 

-10,647,325.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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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期新投资设立两个全资子公司深圳锌达贸易有限公司、葫芦岛锌鑫科技有限公司，纳入合并范围，

其中葫芦岛锌鑫科技有限公司未开立银行账户，未建账。 
 



葫芦岛锌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年度报告摘要 

8 

 

 

董事长：于恩沅 

                                                            葫芦岛锌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9年4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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