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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738                           证券简称：中矿资源                           公告编号：2021-051 

中矿资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一、重要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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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者应当到证监会指

定媒体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文。 

除下列董事外，其他董事亲自出席了审议本次半年报的董事会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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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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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津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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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财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元） 874,239,903.76 518,821,217.66 68.5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173,163,238.17 75,021,023.57 130.8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的净利润（元） 
163,324,216.47 58,162,821.26 180.81%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315,946,076.32 105,972,199.83 198.14%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5473 0.2699 102.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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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5473 0.2699 102.78%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5.16% 2.77% 2.39%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

减 

总资产（元） 4,971,092,690.75 4,919,946,732.46 1.0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3,535,671,690.98 3,166,105,697.29 11.67%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20,358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

股东总数（如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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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记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中色矿业集团

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17.27% 55,712,343 0   

孙梅春 境内自然人 8.10% 26,147,650 0   

钟海华 境内自然人 4.05% 13,054,224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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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4% 7,553,503 0   

王平卫 境内自然人 1.90% 6,127,000 0 质押 2,750,000 

#西藏腾毅投资

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1.57% 5,051,700 472,500   

基本养老保险

基金三零三组

合 

其他 1.42% 4,582,183 4,582,183   

香港中央结算

有限公司 
境外法人 1.16% 3,751,047 3,751,047   

#黄玉清 境内自然人 0.86% 2,786,840 2,499,640   

交通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工

银瑞信新能源

汽车主题混合

型证券投资基

金 

境内非国有法

人 
0.81% 2,610,400 2,610,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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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色矿业集团有限公司通过投资者信用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份 20,610,000 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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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48,169 股。 

#黄玉清通过投资者信用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份 2,785,940 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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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控股股东报告期内变更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控股股东未发生变更。 

实际控制人报告期内变更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更。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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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在半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存续的债券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1）债券基本信息 

债券名称 债券简称 债券代码 发行日 到期日 债券余额（万元） 利率 

中矿转债 中矿转债 128111 2020 年 06 月 11 日 2026 年 06 月 11 日 15,427.33 

第一年 0.50%、

第二年 0.70%、

第三年 1.20%、

第四年 1.80%、

第五年 2.50%、

第六年 3.00%。 

（2）截至报告期末的财务指标 

单位：万元 

项目 本报告期末 上年末 

资产负债率 28.79% 35.51% 

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EBITDA 利息保障倍数 16.19 4.78 

三、重要事项 

    2021年，随着世界主要经济体碳达峰、碳中和目标的明确，能源消费结构发生了深刻变革，新材料、新技术的推广和应

用，带动了公司铯盐和锂盐业务持续向好。公司主动抓住发展机遇，实现了营业收入和净利润的大幅增长。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87,423.99万元，比去年同期增长68.51%；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17,316.32万

元，比去年同期增长130.82%；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16,332.42万元，比去年同期增长

180.81%；实现基本每股收益0.5473元，比去年同期增长102.78%。截止2021年6月30日，公司总资产497,109.27万元，比去年

同期增长1.04%；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353,567.17万元，比上年度末增长11.67%。公司围绕主营业务，主要开展了

以下工作： 

    1、稀有轻金属（锂、铯、铷）资源开发与利用业务 

    报告期内，稀有轻金属（锂、铯、铷）资源开发与利用业务运营良好，稀有轻金属业务收入占公司营业收入的71.43%，

较上年同期增长118.91%。 

    2021年上半年，公司铯铷盐业务收入较上年同期增长 100.20 %。随着行业的持续增长，公司在铯铷盐行业的优势更加

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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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年上半年，氟化锂市场需求旺盛，价格从年初的10万元/吨左右上涨至20万元/吨以上，公司年产3000吨电池级氟化

锂产能满产，产品满销。在原有产能基础上，公司对电池级氟化锂生产线进行技改扩建。该技改项目已于7月取得江西省新

余市高新区生态环境局的环评批复，计划年内实现达产，届时，公司氟化锂产能将由3000吨/年提升到6000吨/年，将进一步

扩大市场占有率。 

    新建年产2.5万吨电池级氢氧化锂和电池级碳酸锂生产线项目，已通过试生产审核，完成试生产备案报批手续，计划三

季度投产、年内实现达产。公司凭借多年来在锂盐行业的技术、客户、资源、经验等优势，该新生产线投产后，有望快速打

开公司新的成长空间，为公司未来的新能源锂电业务奠定良好的基础。 

    公司所属的加拿大TANCO矿区的锂辉石矿开采和选矿厂恢复工作正在推进。目前锂矿的井下开采正在有序的进行采掘

工作，选厂设备修复及调试工作计划在八月底前完成，九月投产，原矿生产规模12万吨/年，为公司的锂盐业务提供一定的

资源保障。 

    2. 固体矿产勘查技术服务和矿权投资业务 

   报告期内，固体矿产勘查技术服务和矿权投资业务保持稳定，固体矿产勘查业务收入占公司营业收入的8.36%，较上年

同期增长5.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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