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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738                           证券简称：中矿资源                           公告编号：2020011 

中矿资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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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 年 12 月 31 日公司总股本 277,926,476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

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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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zkzytf@sinomine.cn zkzytf@sinomine.cn 

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1、公司主营业务、主要产品及其用途、经营模式及业绩驱动因素 

(1)报告期内公司的核心业务为稀有轻金属（锂、铯、铷）资源开发与利用、固体矿产勘

查技术服务及矿权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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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报告期内主营业务的变化 

公司长期致力于矿业产业链构建，并以地质勘查技术服务为基础性业务，由此衍生出地

勘+矿权投资、地勘+矿山工程、地勘+矿产品贸易等其他业务。通过多年海外地勘实践，公

司对国际矿业市场走势和矿产品供需关系有着深刻的理解和认识，并逐步优化升级业务结构，

拓展上下游产业链，实现了资金→资源→产品的良性循环。 

2018年3月，公司取得PSC公司旗下Arcadia锂矿项目产品包销权，并借此契机积极对接锂

资源加工企业。2018年8月，公司收购东鹏新材100%股权，进入新能源、新材料加工销售领

域，成为国内电池级氟化锂的主要供应商及国内最大的铯盐、铷盐生产商和供应商。 

2019年，公司在原有业务与稀有轻金属业务形成了较好协同效应的基础上，通过收购

Cabot公司特殊流体事业部100%股权，取得其储量巨大的高品质铯榴石矿山及丰富的铯资源，

公司铯盐业务经营模式升级为“矿山开采+产品加工+销售服务+资源回收”的全流程产业链，打

破了外国公司对高品质铯矿资源的垄断，奠定了公司铯盐业务的全球领先地位。 

(3)公司主营业务经营模式，主要产品及用途。 

报告期内，公司的主营业务包括稀有轻金属原料生产及销售、固体矿产勘查技术服务、

矿权投资及开发、国际工程、贸易业务及海外勘查后勤配套服务。 

稀有轻金属原料生产及销售主要包括锂盐业务和铯铷盐业务。锂盐业务主要产品为电池

级氟化锂和电池级碳酸锂，均为制备锂离子电池的重要原料，目前新能源汽车、3C消费电池

和储能电池对锂离子电池的需求已进入稳定增长期，5G建设大规模推进将为锂离子电池应用

拓展新的增长空间。铯铷盐业务主要产品包括碳酸铯、硫酸铯、碘化铯、甲酸铯和硝酸铷、

氯化铷等，主要用于航空航天、5G通信、油气钻探、精细化工、医疗医药、防火材料等领域，

其安全、环保、高效和不可替代的卓越性能已被西方发达国家高度认可并规模化使用，随着

我国科学技术的进步和对相关领域高品质需求的提升，铯、铷盐产品的应用空间将进一步打

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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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供矿产资源潜力及开发利用前景的勘查报告。公司矿产勘查技术服务以海外市场为主。 

矿权投资及开发业务是公司依托自身丰富的矿产勘查经验和技术优势，在控制风险的前

提下适时适度有选择性的，通过登记申请、合作开发、收购等方式取得矿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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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估作价入股或者将矿权进

行开采开发以获取后续矿山开发收益的投资行为。未来，该业务主要为公司稀有轻金属业务

提供重要支持。 

国际工程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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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接的基础设施建设工程业务和EPC总承包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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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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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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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固体矿产勘查行业 

2019年，全球经济增长不稳定，经贸关系复杂多变，地缘政治风险积聚，推动了国际大

宗商品价格宽幅震荡，具有波动幅度大和涉及品种多的特点，其中，有色金属价格先升后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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稳中偏弱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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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多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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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的行业优势地位进一步稳固。 

(2)稀有轻金属原料—锂盐 

随着全球新能源汽车产业化进程继续深入，新材料和动力电池技术已经成为各国竞争焦

点，美国、日本、欧洲和韩国等国家的科技规划以及重点企业战略规划中多次提及汽车用动

力电池技术，重点关注高性能电池材料、高性能锂离子动力电池、电池梯次利用及回收技术、

电池生产制造技术及装备等。全球锂离子电池产业经过十几年的发展，基本形成了中日韩三

分天下的格局。我国新能源汽车产业虽然正在经历“补贴退坡”的阵痛，但发展趋势已经清晰

表明整个产业链正在由之前的野蛮扩张向健康良性发展轨道转变。与此同时，我国已正式开

启5G时代，要实现“电动化、智能化、网联化、轻量化、共享化”的“万物互联”，性能优异的

动力电池、消费电池和储能电池必不可少。锂电池经过几十年的发展，其性能和成本优势已

经被大众广泛认知，锂电池在中长期内仍将是动力、消费电子和储能应用的最好选择。 

公司全资子公司东鹏新材是国内锂离子电解质六氟磷酸锂关键原料电池级氟化锂的主要

供应商。东鹏新材一直坚持走科技创新之路，在电池级氟化锂、铯盐、铷盐生产工艺等领域

获得了一系列科研成果，取得了电池级氟化锂、碳酸铯、硝酸铷等十余项专利，是电池级氟

化锂等五个锂盐产品国家行业标准的参与制定者；也是硫酸铯、甲酸铯、硝酸铷、金属铯等

六个铷铯盐产品的国家行业标准制定者；同时还拥有一家省级铷铯资源综合利用及材料工程

研究中心。东鹏新材目前拥有年产3000吨电池级氟化锂、6000吨电池级碳酸锂产能，正在投

资新建年产1.5万吨电池级氢氧化锂、1万吨电池级碳酸锂生产线项目。 

（3）稀有轻金属原料—铯铷盐 

随着新能源、新材料、新一代信息技术等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快速崛起，稀有战略矿产的

争夺已纳入大国博弈中，成为世界各国资源竞争的焦点。铯作为一种可“上天入地”的稀有矿

种，全球矿石保有量非常稀少，已被美国、日本等国家列为关键矿种。其在国防、航天、油

气等核心领域的不可替代性和与我国提出的深空、深海、深地、深蓝“四深”战略的高度契合

性，决定了它的战略地位极其重要。 

铯盐及铷盐行业集中度很高，市场中有能力大规模、高品质生产铯盐及铷盐的企业十分有限，

公司是铯铷盐全球主要生产商及供应商。目前铯盐及铷盐产品的应用正处于高速发展阶段，

市场前景广阔，且该行业具有较高的行业壁垒，其中最主要的是资源壁垒。公司所属Tanco

矿山是世界上现有在产的储量最大的高品质铯榴石矿山，矿山保有铯榴石矿产资源量折合氧

化铯（Cs2O）含量约4.26万吨，公司的核心竞争力明显。公司的铯盐类产品，尤其是甲酸铯

产品，已经成为全球相关企业的唯一或主要供应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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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位：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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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 年 2018 年 本年比上年增减 2017 年 

营业收入 1,164,933,484.85 867,147,620.51 34.34% 540,738,187.7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40,040,237.21 110,860,874.38 26.32% 54,791,609.9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122,078,087.63 112,006,952.95 8.99% 53,592,718.50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50,081,933.01 14,592,734.11 1,613.74% 6,932,001.55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5206 0.5231 -0.48% 0.2847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5206 0.5231 -0.48% 0.2847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5.60% 9.36% -3.76% 8.21% 

 2019 年末 2018 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减 2017 年末 

资产总额 4,095,560,486.40 3,273,925,347.87 25.10% 1,007,942,800.1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2,702,545,865.03 2,161,156,217.19 25.05% 674,139,418.19 

（2）分季度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元 

 第一季度 第二季度 第三季度 第四季度 

营业收入 254,805,099.27 273,870,665.91 324,520,948.61 311,736,771.0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28,472,855.70 76,438,968.30 21,495,877.35 13,632,535.8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28,355,918.72 65,860,625.11 20,164,321.37 7,697,222.42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38,600,567.89 51,356,771.60 105,142,332.53 132,183,396.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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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687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

一个月末普通股股

东总数 

14,5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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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84% 60,712,343 0 质押 28,800,000 

孙梅春 境内自然人 9.41% 26,147,650 26,147,650   

钟海华 境内自然人 4.70% 13,054,224 13,054,2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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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75% 10,416,666 10,416,6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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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东方富

海创业投资管

理有限公司－

富海股投邦（芜

湖）四号股权投

资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 

其他 2.72% 7,553,503 7,553,503   

王平卫 境内自然人 2.68% 7,452,000 5,589,000 质押 1,690,000 

徐合林 境内自然人 2.62% 7,290,420 6,104,166   

中国银河证券

股份有限公司

约定购回专用

账户 

境内非国有

法人 
1.50% 4,181,700 0   

#西藏腾毅投资

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1.43% 3,965,200 0   

杨伟平 境外自然人 1.14% 3,156,565 3,156,5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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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

此之外，公司未知其他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

说明（如有） 

#西藏腾毅投资有限公司通过投资者信用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份 2,305,200 股。#国腾投资有限

责任公司通过投资者信用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份 1,200,000 股。#蒋腾志通过投资者信用证券

账户持有公司股份 2,464,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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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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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1、报告期经营情况简介 

2019年，公司将战略重点转移至发展形势良好、发展潜力巨大的稀有轻金属原料业务板

块，有效完善了公司的产业链战略布局，通过完成对美国Cabot公司特殊流体事业部的收购，

拥有全世界储量巨大的高品质铯榴石矿山和丰富的铯矿石资源，矿山保有铯榴石矿产资源量

折合氧化铯（Cs2O）含量约4.26万吨，且开发成熟、稳定在产。由此公司铯盐业务经营模式

升级为“矿山开采+产品加工+销售服务+资源回收”的全流程产业链，铯盐业务在全球的领先地

位得到有效巩固。 

在生产经营方面，公司继续深耕矿产勘查技术服务业务，地勘业务稳步发展。同时积极

拓展新市场，推动与南苏丹共和国政府洽谈南苏丹全国地质调查项目。积极优化国际工程业

务和项目管理，对回款账期较长的项目实施战略收缩。在锂盐市场深度调整的环境下，东鹏

新材积极落实降成本、拓市场、去库存的经营方针，实现营业收入6.15亿元、净利润2.12亿元，

超额完成了业绩承诺，同时6,000吨电池级碳酸锂生产线项目已竣工投产，1.5万吨电池级氢氧

化锂和1万吨电池级碳酸锂新生产线项目也正在积极推进中。 

在资本运作方面，公司已向证监会申请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拟募集资金不超过80,000

万元人民币用于置换收购Cabot特殊流体事业部支付的交易对价。可转换公司债券的顺利发

行，将有效优化公司资本结构，增强持续盈利能力和抗风险能力，为公司长期稳定发展奠定

坚实基础。 

在管理工作方面，公司实施专业精细化管理，对地勘事业部和国际工程事业部等传统业

务板块进行优化细分管理；统筹安排东鹏新材和香港中矿稀有的铯盐精细化工业务的生产和

销售，较好地发挥了协同效应；公司高度重视现金流管理，加大应收帐款回收力度，取得较

好的效果；采取多项举措，提升制度化管理水平。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116493.35万元，比去年同期增长34.34%；实现归属于上市

公司股东的净利润14004.02万元，比去年同期增长26.32%；实现基本每股收益0.52元，比去年

同期下降0.48%。截至2019年12月31日，公司总资产409556.05万元，同比增长25.10%；归属

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270254.59万元，同比增长25.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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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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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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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因主要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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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7月收购完成Cabot 特殊流体事业部的100%股权，将Tanco、CSF Inc及 CSF Limited三家公司纳入合并

报表范围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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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计政策变更及依据 

（1）财政部于2017年发布了修订后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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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会计准则第 37 号

——金融工具列报》（上述四项准则以下统称“新金融工具准则”）。 

新金融工具准则将金融资产划分为三个类别：（1）以摊余成本计量的金融资产；（2）以公允价值计

量且其变动计入其他综合收益的金融资产；（3）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在

新金融工具准则下，金融资产的分类是基于本公司管理金融资产的业务模式及该资产的合同现金流量特征

而确定。新金融工具准则取消了原金融工具准则中规定的持有至到期投资、贷款和应收款项、可供出售金

融资产三个类别。新金融工具准则以“预期信用损失”模型替代了原金融工具准则中的“已发生损失”模型。

在新金融工具准则下，本公司具体会计政策见附注三、（十）（十一）。 

（2）财政部于2019年4月发布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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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务报表格式”），执行企业会计准则的企业应按照企业会计准则和该通知的要求编制财

务报表。 

本公司于2019年1月1日起执行上述修订后的准则和财务报表格式，对会计政策相关内容进行调整。 

2.会计政策变更的影响 

（1）执行新金融工具准则的影响 

合并报表项目 2018年12月31日 影响金额 2019年1月1日 

资产：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17,771,214.30 -17,771,214.30 -- 

其他权益工具投资  17,771,214.30 17,771,214.30 

本公司根据新金融工具准则的规定，对金融工具的分类和计量（含减值）进行追溯调整，将金融工具

原账面价值和在新金融工具准则施行日（即2019年1月1日）的新账面价值之间的差额计入2019年年初留存

收益或其他综合收益。 

（2）执行修订后财务报表格式的影响 

根据财务报表格式的要求，除执行上述新金融工具准则产生的列报变化以外，本公司将 “应收票据及应收

账款”拆分列示为 “应收票据”和“应收账款”两个项目，将 “应付票据及应付账款” 拆分列示为“应付票据”

和“应付账款”两个项目。本公司相应追溯调整了比较期间报表，该会计政策变更对合并及公司净利润和股

东权益无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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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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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019年7月通过本公司的子公司中矿（香港）稀有金属资源有限公司现金收购了Cabot 特殊流体事业部

的100%股权，Cabot 特殊流体事业部的100%股权是指Tanco、CSF Inc及 CSF Limited三家公司的100%股权。 

2.2019年12月30日转让了刚果金中矿资源有限公司100%股权，不再纳入合并范围。 

3、2019年3月对天津华勘钻探机具有限公司失去控制权不再纳入合并范围 

2019年3月，天津华北地质勘查局通过天津华勘核工业资源勘探开发有限公司收购了天津华勘钻探机

具有限公司部分股权，华北地质勘查局成为了新的实际控制人并改组了董事会，改组后，本公司只拥有一

名董事席位，不再拥有对天津华勘钻探机具有限公司的控制权。 

4、公司2019年11月在刚果（金）新设了LUFIRA ENGINEERING SERVICE，自2019年11月纳入合并报表

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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