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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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盛屯矿业 600711 雄震矿业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邹亚鹏 卢乐乐 

电话 0592-5891697 0592-5891697 

办公地址 厦门市思明区展鸿路81号特房

波特曼财富中心A座33层 

厦门市思明区展鸿路81号特房

波特曼财富中心A座33层 

电子信箱 zouyp@600711.com lull@6007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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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总资产 23,742,035,911.50 18,995,444,360.81 24.9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资产 

9,340,853,573.47 9,024,969,478.41 3.50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



（1-6月） 减(%)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488,484,389.50 107,364,419.26 -554.98 

营业收入 22,164,647,721.50 14,109,695,538.65 57.0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 

43,853,772.72 64,039,976.46 -31.5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 

35,778,606.21 -26,013,667.02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

益率（%） 

0.478 0.799 减少0.321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

股） 

0.019 0.03 -36.67 

稀释每股收益（元／

股） 

0.019 0.03 -36.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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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0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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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深圳盛屯集团有限

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22.90 528,552,794 272,017,381 质押 346,981,649 

林奋生 境内自然人 4.72 108,914,344 108,914,276 无 0 

烟台山高纾困股权

投资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 

其他 3.84 88,702,928 88,702,928 无 0 

刘强 境内自然人 3.21 74,163,592 0 质押 73,600,000 

姚雄杰 境内自然人 2.63 60,780,323 0 质押 60,395,000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

公司 

其他 1.16 26,854,806 0 无 0 

厦门建发股份有限

公司 

国有法人 0.96 22,175,732 22,175,732 无 0 

代长琴 境内自然人 0.92 21,230,757 0 质押 13,000,000 

厦门信达投资管理

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0.91 20,920,502 20,920,502 无 0 

珠海市科立泰贸易

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0.83 19,256,730 19,256,664 无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

明 

1、深圳盛屯集团有限公司实际控制人是姚雄杰，所以

深圳盛屯集团有限公司和姚雄杰是一致行动人。2、其他股



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及是否是一致行动人均未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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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盛 屯 矿 业

2015 年 公

司债券 

15盛屯债 122472 2015年 9月

24日 

2020年 9月

24日 

3,000.00 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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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8.78   51.72   

 本报告期（1-6月） 上年同期 

EBITDA利息保障倍数 2.27   2.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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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期内，公司仍然聚焦钴、镍、锌、铜金属品种，加快优质产能并购，加快海外项目建设

投产，国际化步伐进一步加快，整体资产规模和资产质量得到持续稳定发展。截至 2020 年 6 月

30 日，公司总资产为 237.42 亿元，比上年度末增长 24.99%；公司归母净资产为 93.41亿元，比

上年度末增长 3.50%。2020 年上半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221.65 亿元，同比上涨 57.09%；归属于

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 0.44亿元，同比下降 31.52%。 

（一）钴材料业务 

报告期内，公司在刚果（金）已建成的铜钴冶炼项目稳定经营生产，2020年一季度，公司对

刚果（金）盛屯资源（CCR）进行了技改扩产，目前产能已达到年产 30,000吨铜、3500吨钴。报



告期，刚果（金）盛屯资源（CCR）共生产铜金属 10,305吨，其中一季度产 3,758 吨，二季度产

6,547 吨；报告期共产粗制氢氧化钴 1,626 金属吨，其中一季度产 625 金属吨，二季度产 1,001

金属吨。随着产能提升以及金属价格触底回升，预计下半年效益会进一步释放。 

2020年 3月，公司已完成可转换债券的发行和上市，随着募集资金到位，公司将在刚果（金）

投建年产 30,000吨铜、5,800 吨粗制氢氧化钴（金属量）湿法项目。2020年 3月，公司完成恩祖

里项目收购，恩祖里拥有的卡隆威采矿项目已探明资源量为：矿石量 1,346万吨,铜矿石平均品位

2.7%，钴矿石平均品位 0.62%，金属量铜 30.2 万吨，钴 4.27 万吨；拥有的 FTB 勘探项目在卡隆

威外围，勘探总面积 334 平方公里。公司计划对恩祖里所拥有的卡隆威铜钴矿投建年产阴极铜

30,028吨，粗制氢氧化钴氢氧化钴 3,556.4吨生产项目。未来几年公司将在钴材料业务规模和效

益将持续快速增长。 

报告期内，珠海科立鑫业务虽然受到疫情及海外市场影响，但整体仍然保持稳定健康发展。 

（二）镍业务 

报告期内，公司控股子公司友山镍业在印度尼西亚纬达贝工业园投建年产 3.4 万吨镍金属量

高冰镍项目。目前该项目处于安装调试阶段，即将在近期投入生产。该项目设计产能为年产高冰

镍 43,590 吨，高冰镍含镍量 34,000 吨。预计友山镍业将会在下半年进入稳定生产期，将为公司

产生效益。 

（三）国内有色金属采选 

报告期内，公司矿山主要生产品种为锌、铜、铅、金、钨、锡。有色金属采选业务近年一直

保持稳定发展趋势。2020年上半年主要矿山实现销售收入 1.12亿元，毛利为 0.44亿元。报告期

内公司下属埃玛矿业、银鑫矿业、华金矿业正常开展生产。公司在云南的矿山恒源鑫茂矿业和大

理三鑫矿业仍然处于证照办理和矿山建设阶段。 

（四）锌锗冶炼及综合回收 

报告期内，四环锌锗正常开展生产经营活动，四环锌锗现拥有锌锭产能 22 万吨/年，高纯二

氧化锗产能 40吨/年。2020年上半年四环锌锗自产锌锭 11.31万吨，生产高纯二氧化锗 6.45吨。 

（五）金属贸易及服务 

公司金属贸易及服务主要为有色金属产业链上下游企业提供矿产品原材料采购、金属产成品

购销，以及金属产业链上各项服务。报告期内，公司金属贸易及服务实现营业收入 185.72亿元，

实现毛利 1.54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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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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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