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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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南矿业 601969 无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何婧 陈秋博 

电话 0898-26607630 0898-26607630 

办公地址 海南省澄迈县老城镇高新技术产业

示范区海南生态软件园沃克公园

8801栋 

海南省澄迈县老城镇高新技术产业

示范区海南生态软件园沃克公园

8801栋 

电子信箱 hnmining@hnmining.com hnmining@hnmining.com 

 

2.2 公司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千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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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514,216.73 8,634,842.42 -1.4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3,927,005.85 3,886,436.96 1.04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



（1-6月） 期增减(%)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496,834.75 640,483.17 -22.43 

营业收入 1,270,143.29 2,254,871.91 -43.6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8,796.77 44,966.22 -58.2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的净利润 

31,382.29 67,384.36 -53.43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0.48 0.99 减少0.51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1 0.02 -50.00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1 0.02 -5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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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4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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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复星产业投资有限

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34.38 672,000,000 0 无 

  

海南海钢集团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33.42 653,333,000 0 无   

上海复星高科技（集团）

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17.19 336,000,000 0 无 

  

中国证券金融股份有限

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2.05 40,049,326 0 未知 

  

常州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0.51 10,000,019 0 未知   

上海并购股权投资基金

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其他 0.26 5,153,077 0 未知 

  

冯烈耀 境内自然人 0.20 3,866,400 0 未知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建信中证 500指数增强

型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0.20 3,862,600 0 未知 

  

周桂莲 境内自然人 0.19 3,635,800 0 未知   

冯伟健 境内自然人 0.16 3,155,442 0 未知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上海复星产业投资有限公司系上海复星高科技（集

团）有限公司全资子公司，除此以外，上海复星产

业投资有限公司及上海复星高科技（集团）有限公

司与其他股东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公司未知其他

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为一致行动人。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的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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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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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南矿业股

份有限公司

公 开 发 行

2017 年 公

司债券（面

向合格投资

者）（第一

期） 

17 海矿 01 143050.SH 
2017 年 3 月

24 日 

2020 年 3 月

27 日 
0 6.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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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9.52   41.00   

 本报告期（1-6月） 上年同期 

EBITDA利息保障倍数 8.35   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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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 年上半年，公司董事会面对新冠疫情肆虐、原油价格暴跌、澳洲同质矿强力竞争等不利

因素，在公司股东的大力支持下，带领公司经营管理层积极应对挑战，抓住上半年铁矿石指数连

续上涨的有利形势，大力推进精细化管理，尽可能减少宏观不利因素对公司经营业绩的影响。报

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1,270,143.29 千元人民币，较上年同期下降 43.67%；实现归属于母公

司的净利润 18,796.77 千元人民币，较上年同期下降 58.20%。 

1. 狠抓业务经营 

（1）铁矿石业务 

报告期内，公司采取“硬核”措施，在不停产的同时做到全员零感染。凭借多年丰富的矿石



采选经验，针对矿区独特矿脉分布，公司不断修正调试地采设备，强化设备精细化管理，实现双

井生产，使地采产能得到大幅提升。1-6 月，石碌矿区地采产量达 193.9 万吨，同比增长 39%；原

矿产量达 301 万吨，同比增长 38%，成品矿产量达 164.7 万吨，同比增长 38%。 

在铁矿石产品销售方面，报告期内，公司通过实地考察、现场交流等方式加大力度做好客户

的巩固及开发工作，积极推进与大客户签订战略合作协议。同时，面对澳洲同质矿的竞争，公司

结合普氏指数和期货指数制定更为灵活的块矿销售价格，加速块矿销售。 

（2）油气业务 

报告期内，面对国际油价的大幅下跌，公司采取积极措施降低生产成本，减缓油价冲击，具

体包括：稳定油田的产量和运营，通过对现有资产的再梳理，重新复核资本开支，推迟和减少非

必要性的资本支出来应对全球油价下跌的态势；持续通过技术手段增储，摊薄固定摊销成本，降

低生产成本；扩大投资范围，在确保安全性和流动性的前提下增加投资组合的短期收益率，对冲

存量投资的损失风险。 

（3）铁矿石国际贸易及混配矿业务 

报告期内，受疫情影响，一季度主要以销售库存为主，完成 13.6 万吨库存销售。3 月中旬重

启业务之后，完成销售贸易矿 10.78 万吨，自有生产销售混合矿约 3 万吨，代理加工混合矿约 1.55

万吨。同时，公司新增开发了方大特钢等重点客户，为后续业务发展奠定了良好基础。 

2. 有效提升管理 

报告期内，公司持续推进精益管理，提升运营水平。改进取样方法，实行贫富矿分开回收，

有效降低了回收成本。加强地采及尾矿库水资源综合利用，降本增效。扎实推进三体系贯标工作，

提升公司质量、安全、环境标准化管理水平。全面梳理、优化公司业务流程，缩短审批时间，提

高工作效率。 

3. 优化人员机构 

公司持续深入推进机构优化，不断优化人才队伍，提升人才体系建设和管理能力。在扁平化

改革的基础上，进一步对公司内部机构、人员、业务进行整合。落实责任制，细化公司高管分管

职责，强化业绩考核。 

4. 科学技术创新 

公司一直高度重视科学技术创新引领传统产业升级。近年来与北京科技大学等科研院校合作

开展了“海南矿中 Zr 元素在选矿流程的迁移规律”、“海砂矿中铁和钛综合回收技术”、“石碌铁矿

地下开采覆盖层泥石流灾害危险性分析与控制”等科研试验。2020 年 1 月，公司的院士工作站通

过海南省科技厅批复设立并授牌。报告期内，公司新申报 4 项发明专利；2 项实用新型专利获得

授权，8 项发明专利已获受理，进入实审阶段。 

5. 加强党建工作 

报告期内，公司进一步加强党建工作部署和检查，落实主体责任。开展党群赋能活动，促进

公司生产经营；加强党建建设，建立健全团组织机构；抓好公司全员“学习强国”的推广和应用，

开展七一系列活动，打好脱贫攻坚战。公司定点帮扶屯昌县新兴镇兴诗村建档立卡贫困户共 77

户 320 人，全部贫困户均已实现脱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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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财政部于 2017 年 7 月 5 日发布了《关于修订印发〈企业会计准则第 14 号—收入〉的通知》(财

会[2017]22 号)，要求在境内外同时上市的企业以及在境外上市并采用国际财务报告准则或企业会

计准则编制财务报表的企业，自 2018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其他境内上市企业，自 2020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根据新旧准则转换的衔接规定，公司自 2020 年 1 月 1 日起执行新收入准则，公司应当

根据首次执行该准则的累积影响数调整期初留存收益及财务报表其他相关项目金额，对可比期间

信息不予调整，亦无需对以前年度进行追溯调整。 

 

①对 2020 年 1 月 1 日财务报表的影响： 

单位:千元 币种:人民币 

报表项目 
2019 年 12 月 31 日（变更前金额） 2020 年 1 月 1 日（变更后金额） 

合并报表 母公司报表 合并报表 母公司报表 

预收账款 39,990.36 31,967.73 270.84 264.31 

合同负债 - - 35,150.02 28,056.12 

应交税费 16,443.68 5,716.16 21,013.18 9,363.46 

 

②对 2020 年 6 月 30 日财务报表的影响： 

单位:千元 币种:人民币 

报表项目 
2020 年 6 月 30 日新收入准则下金额 2020 年 6 月 30 日旧收入准则下金额 

合并报表 母公司报表 合并报表 母公司报表 

预收账款 541.95 535.41 41,551.88 35,486.91 

合同负债 36,291.97 30,930.53 - - 

应交税费 29,499.57 23,620.17 24,781.61 19,599.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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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