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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300618                      证券简称：寒锐钴业                   公告编号：2021-062 

南京寒锐钴业股份有限公司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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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本年度公司财务报告的审计意见为：标准的无保留意见。 

本报告期会计师事务所变更情况：公司本年度会计师事务所由变更为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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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经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的普通股利润分配预案为：以 309,617,139 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2.2 元（含

税），送红股 0 股（含税），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转增 0 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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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寒锐钴业 股票代码 3006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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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陶凯 沈卫宏 

办公地址 
江苏省南京市江宁区双龙大道 1698 号景

枫中心 31 楼 

江苏省南京市江宁区双龙大道1698号景枫

中心 31 楼 

传真 025-51181105 025-51181105 

电话 025-51181105 025-51181105 

电子信箱 hrgy@hrcobalt.com hrgy@hrcobalt.com 

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公司主要从事金属钴粉及其他钴产品的研发、生产和销售，具有较强的自主研发和创新能力，并具有自主国际品牌。公

司以钴产品为核心，形成了从原材料钴矿石的开发、收购，到钴矿石的加工、冶炼，直至钴中间产品和钴粉的完整产业流程，

是国内少数拥有有色金属钴完整产业链的企业之一。 

    报告期内，公司主要产品为钴粉、钴精矿、钴盐、电解铜。钴粉是高温合金、硬质合金、金刚石工具、防腐材料、磁性

材料等的重要原料，广泛应用于航空、航天、电子电器、机械制造、汽车、陶瓷等领域，公司钴粉产品在国内外市场信誉良

好，公司已经成为中国和世界钴粉产品的主要供应商之一；钴精矿和氢氧化钴是生产钴盐、钴粉的原料，也是含钴新能源动

力电池等的基础原材料，公司的氢氧化钴产品因品质优异而在市场上独树一帜，赢得了广泛认可；刚果（金）的钴、铜矿资

源丰富，钴、铜矿伴生情况普遍，为了更加充分有效地利用当地资源，刚果迈特子公司不断扩建电解铜生产线，电解铜也是

公司的主要盈利产品之一。电解铜是生产其他铜管、铜线、铜铸件等的原料。 



南京寒锐钴业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年度报告摘要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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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 年 2019 年 本年比上年增减 2018 年 

营业收入 2,253,776,474.63 1,779,038,653.95 26.69% 2,782,467,462.3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334,503,259.33 13,865,703.02 2,312.45% 707,628,530.9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188,031,917.62 5,504,558.66 3,315.93% 701,679,412.08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21,147,741.36 205,952,212.17 7.38% 290,798,534.50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1.18 0.05 2,260.00% 2.63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1.16 0.05 2,220.00% 2.63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1.83% 0.76% 11.07% 49.65% 

 2020 年末 2019 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减 2018 年末 

资产总额 5,853,377,792.16 3,502,160,943.44 67.14% 3,450,553,253.7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3,874,698,626.59 1,778,230,073.70 117.90% 1,900,322,921.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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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11,247,058.43 524,523,290.70 616,710,148.76 601,295,976.7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22,753,401.55 39,217,683.86 100,118,725.86 172,413,448.0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22,159,397.98 37,204,784.29 86,305,158.72 42,362,576.63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47,914,447.37 196,561,491.73 70,046,397.36 -193,374,595.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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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3,107 

年度报告披露

日前一个月末

普通股股东总

数 

58,2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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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梁杰 境内自然人 17.98% 54,480,991 44,242,464 质押 8,600,000 

梁建坤 境内自然人 15.51% 46,992,435 37,674,336 质押 6,271,1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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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拓邦投资

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5.51% 16,699,455 0 质押 8,080,000 

中国国际金融

股份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2.41% 7,294,709 7,218,309  0 

兴业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广

发稳健优选六

个月持有期混

合型证券投资

基金 

其他 1.74% 5,285,846 0  0 

华融瑞通股权

投资管理有限

公司 

国有法人 1.74% 5,279,929 5,279,929  0 

江苏汉唐国际

贸易集团有限

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1.53% 4,628,699 0 质押 2,500,000 

徐卫华 境内自然人 1.41% 4,269,661 0  0 

云南拓驰企业

管理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1.16% 3,510,400 0  0 

上海子午投资

管理有限公司

－子午增强二

号私募证券投

资基金 

其他 0.99% 3,000,000 0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

动的说明 

 1、梁建坤、梁杰为父子关系，两人共同成为公司的实际控制人，梁建坤为云南拓驰企业管

理有限公司的股东。2、除上述说明外，公司未知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外，公司未

知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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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期内，受国际“新冠肺炎”疫情影响，整个行业供需关系波动较大。面对风云变幻的国际形势，公司秉承“提供一流

的钴产品”的企业宗旨和“以品质创品牌，以信誉求发展”的核心价值观，以客户的需求为依托，以技术的研发创新为龙头，

以刚果（金）钴矿资源基地为保障，布局钴的完整产业链。在公司领导的带领下，寒锐人秉承攻坚克难、迎接挑战、坚定信

念，经过全体员工的不懈努力，产品销售量保持了稳步增长。2020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2,253,776,474.63元，同比增长26.69%；

归属于母公司净利润334,503,259.33元，同比增长2,312.45%。公司围绕年初制定的经营计划主要完成以下工作： 

（一）保障资源充足、安全，确保生产经营稳定 

2020年公司加速矿资源的勘探推选工作，为寻找优质矿山，保障资源的稳定供应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并且将寻找、收购

和运作有价值的矿山作为持续目标，加速对矿山的的勘探，做好样板矿山的建设和管理，同时做好矿石资源的收购管理工作，

确保公司生产经营稳定。 

（二）稳定运营管理，提质增效添动力 

2020年受“新冠疫情”影响，公司及时调整经营策略，稳定运营管理，紧抓钴产品供应链平衡管理，确保各子公司生产的

供给，统一做到供应，生产，销售之间的协调调度。钴粉销售团队，加大对市场和客户的研究，深挖客户需求，探索强化技

术服务。在全球经济低迷，市场需求减缓的情况下，公司钴粉内贸销量实现了15%的逆势增长。 

公司生产体系全面开展提质增效工作，从严控成本、确保质量、狠抓产量、落实责任、强化监管、严控安全环保风险，

全面完成年度各项指标。着力开展技术研发，子公司安徽寒锐顺利通过“高新技术企业”认定，标志着公司的技术实力和创新

能力获得了权威部门认可，为成为“提供一流的钴产品”的企业宗旨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三）全面推进项目进度，谱写领域新篇章 

子公司寒锐金属严格按项目进度计划执行，并于2020年5月成功产出铜产品，超计划完成全年经营目标。子公司赣州寒

锐全面细化项目进度，现已正式开工建设，谱写进入新能源领域的新篇章。 

（四）提升组织管理能力，向管理要效益 

2020年全公司强化建立战略管理、计划管理、预算管理、绩效管理、审计管理相结合的闭环运行机制，完成制度流程体

系化运行，深入把控业务关键环节和控制点。 

进一步优化各子公司的组织架构和完善班子建设。发挥绩效管理的牵引作用，做好分配改革工作，优化激励方案，真正

发挥激励的导向作用。流程简化效率提升，组织能力提升，不断促进组织效能的提升，助力全年任务目标的完成。强化资金

管理和预算管理，切实做到把控全局的同时，向管理要效益。 

（五）加强团队建设能力，切实落地人才梯队建设 

公司全面加强制度建设优化管理流程，全面提升公司管理能力。大力引进优秀人才和团队，切实落地人才梯队建设，形

成管理者、专家、工程师、员工各司其职的人才结构。加强团队合作能力的培养；形成完整的管理工具，强化管理方法的提

炼，学会管理工具的运用。 

（六）提高风险控制水平，确保企业规范运作 

坚持把风险管理工作放在首位，通过强化制度执行、夯实基础管理，进一步提升员工合规工作水平，培育良好合规文化，

为公司实现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保障。优化部门与岗位权责划分，合理配置人力资源，助力提高工作和运营效率。建立信息

化推进建设计划，为全面提升集团的综合管控能力做好准备。加强法务合规管理，做好风险应对预案，弹性配置资源，快速

应对不确定性风险。持续推进尽责供应链管理并全力配合尽责供应链审查。加强审计监督，实现全流程覆盖。从健全制度，

落实责任，加强防范等方面着手，全面开展审计专项检查，发现问题，及时纠偏，确保企业规范运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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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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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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告期营业收入 2,253,776,474.63元，较上年同期增长26.69%，营业成本 1,715,817,292.16元，较上年同期增长 9.29%，

归属于上市公司普通股股东的净利润334,503,259.33元；营业收入、营业成本、净利润同比大幅增加，主要是由于： 

（1）公司年产3000吨钴粉募投项目投产也降低了生产成本，从而促使钴产品的毛利增加。 

（2）公司年产20000吨电解铜募投项目本年度正式投产，同时刚果迈特电解铜生产线技改产能扩大，促进公司2020年电

解铜销量大幅增长。 

（3）对孚能科技的投资公允价值变动收益增加。 

6、面临退市情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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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财政部于2017年修订了《企业会计准则第14号-收入》，要求境内公司自2020年1月1日起执行。 

我公司自2020年1月1日起执行新收入准则，将年初21,873,258.41元预收账款重分类至合同负债和其他流动负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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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报告期无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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