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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0758                               证券简称：中色股份                           公告编号：2021-055 

中国有色金属建设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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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无异议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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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负责人董长清、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闫俊华及会计机构负责人李兵声明：保证本半年度报告中财务报告的真实、准

确、完整。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报告的董事会会议。 

本报告中如有涉及未来的计划等前瞻性陈述，不构成本公司对任何投资者及相关人士的实质承诺，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

险。 

公司可能存在新冠疫情系统性风险、国际工程承包业务多重风险、资源开发业务周期性风险、安全生产风险和环保政策

风险，具体详见“第三节 管理层讨论与分析/十、公司面临的风险和应对措施”，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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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色股份 股票代码 0007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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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徐振华 马云天 

办公地址 
北京市朝阳区安定路 10 号中国有色大厦
南楼 15 层 

北京市朝阳区安定路10号中国有色大厦南
楼 15 层 

电话 010-84427227 010-84427227 

电子信箱 xuzhenhua@nfc-china.com mayuntian@nfc-chin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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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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47,409,660.45 3,214,927,940.39 7.2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128,503,115.55 79,792,888.66 61.0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的净利润（元） 
125,960,357.57 -31,099,180.85 505.03%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2,437,865,479.57 -790,814,878.56 408.27%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653 0.0405 61.23%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653 0.0405 61.23%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2.78% 1.69% 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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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06,423,368.76 22,096,234,431.71 -9.4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4,677,033,770.71 4,572,236,124.61 2.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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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6,2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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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有色矿业集团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33.75% 664,613,232 0   

万向资源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3.73% 73,480,000 0   

中矿国际投资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2.63% 51,700,000 0   

胡卫良 境内自然人 0.73% 14,465,117 0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境外法人 0.57% 11,321,740 0   

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华泰柏瑞中证稀土产业交易型
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0.51% 10,117,265 0   

张树林 境内自然人 0.35% 6,940,000 0   

许军军 境内自然人 0.33% 6,448,601 0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中证 500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
投资基金 

其他 0.31% 6,123,868 0   

陕西省耀县水泥厂 国有法人 0.23% 4,516,100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公司前十名股东中，第一名股东与其他九名股东不存在关联方关系，公
司无法确认其他流通股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无法确认是否为
《上市公司股东持股变动信息披露管理办法》所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明（如有） 

公司前十名股东中，第 4 名股东报告期末通过信用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
份数量为 14,465,117 股，报告期初通过信用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份数量
为 0 股，报告期内通过信用证券账户持股增加 14,465,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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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重要事项 

1、公司子公司重大事项 

2021 年 4 月 21 日，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 15 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中色锌业一至四期公司合并重组的议案》，同意以公

司控股子公司赤峰中色锌业有限公司（简称“中色锌业”“四期公司”）为载体，合并重组赤峰红烨锌冶炼有限责任公司（简称

“一期公司”）、赤峰库博红烨锌业有限公司（简称“二期公司”）和赤峰中色库博红烨锌业有限公司（简称“三期公司”），合并

后各期公司股东将直接成为中色锌业（存续公司）股东。 

本次吸收合并不构成公司的关联交易，也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情形。本次吸

收合并为原股东原投入资产的有机整合，不改变中色锌业现有资源配置及运营方式，吸收合并对四家公司合并报表净利润金

额没有影响。吸收合并使得各股东持股比例以原投入资产基准日评估价值重新计算，因此各股东分别按新的持股比例计算享

有中色锌业的净利润，其中公司持有中色锌业的股权比例由 56.06%变为 47.08%，公司计算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净利润的基

数同时发生变化，最终影响吸收合并后合并报表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较之前相比差异幅度小于 10%。本次吸收合

并为同一控制下吸收合并，被合并方资产、负债按原账面价值计量，对合并报表层面资产、负债、净资产均无影响。具体情

况详见公司于 2021 年 4 月 23 日、4 月 30 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披露的

《关于子公司之间吸收合并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019）、《关于子公司之间吸收合并的补充公告》（公告编号：2021-032）。 

2、其他重大事项的说明 

2019 年 12 月 9 日，中色股份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 79 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申请控股子公司沈冶机械破产重整的议

案》，同意公司作为债权人向人民法院申请中国有色（沈阳）冶金机械有限公司破产重整。截至 2020 年度报告期末，因资产

管理人已全面接管沈冶机械生产经营，公司对其不再具有控制权，沈冶机械不再纳入公司合并报表范围。 

本报告期内，在管理人发起的第二轮投资人招募过程中，秦皇岛秦冶重工有限公司报名参与重整，并联合北京建龙重工

集团有限公司和沈阳中辰钢结构工程有限公司（三家合称“重整方”）编制了重整投资方案并提交管理人。2021 年 6 月 22

日，管理人与意向重整方签署了重整投资协议书。经多轮次沟通，并经沈阳市铁西区法院同意，管理人提出了沈冶机械重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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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划草案。2021 年 7 月 14 日，公司召开第九届董事会第 22 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中国有色（沈阳）冶金机械有限公司

重整计划草案>的议案》（详见公司于 2021 年 7 月 15 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披露的《关于沈冶机械破产

重整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21-049）。该议案已于 7 月 30 日经公司 2021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上述重整计

划草案经沈冶机械第二次债权人会议表决通过，目前已提交沈阳市铁西区人民法院，待批准后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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