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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重要提示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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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ww.sse.com.cn 网站仔细阅读年度报告全文。 

 

2 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年度报告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

完整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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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永华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本公司出具了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 

 

 

5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董事会建议公司2021年度分红方案为：每股派发人民币0.50元（含税）。本公司董事会未建议

用资本公积金转增资本或送股。 

 

第二节 公司基本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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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西铜业 600362 - 

H股 香港联合交易所有

限公司 

江西铜业股份 0358 -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涂东阳 陆高明 

办公地址 中华人民共和国江西省南昌市高新开

发区昌东大道7666号 

中华人民共和国江西省南

昌市高新开发区昌东大道

7666号 

电话 0791-82710117 0791-82710112 

电子信箱 jccl@jxcc.com jccl@jxcc.com 

 

2 报告期公司主要业务简介 

2021 年后疫情时代，面对错综复杂的国内外环境，铜价整体维持大幅波动，但走势上总体分

为 1-5 月的单边上涨及 6-12 月的区间震荡。2021 年 1-5 月份，全球经济在半封锁状态下逐步恢复。



美国货币及财政政策双宽松，全球货币政策跟随宽松，推升通胀预期。中国工业、固定资产投资、

房地产开发投资、进出口年率等经济数据均保持 20%以上增长幅度。在全球宏观经济及通胀乐观

预期下，1-5 月铜价呈现单边上涨。2021 年下半年，自 5 月国常会提及大宗商品过快上涨后，监

管持续发力。中国外部局势较为严峻，且上半年地方政府专项债发行较慢，基建实施进度不及预

期，因此，在拉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中，投资和出口下行压力较大。进入四季度，国内政策坚

持稳增长，而美联储从 11 月开始缩减购债，美国宽松政策由货币端逐步转向财政端。此外，在全

球航运未能恢复、国际油价延续上涨、劳动力成本增加等因素作用下，全球通胀预期不断攀升。

2021 年 6-12 月，受多空因素交织影响，铜价在 8800-10400 美元/吨区间维持震荡。截止到 2021

年 12 月 31 日，LME 三个月期铜收于 9755 美元，上涨 25.8%；2021 年三个月期铜均价为 9294.1

美元/吨，上涨 49.9%。 

 

铜精矿方面，2021 年一季度产铜国智利、秘鲁因疫情供应中断，铜精矿加工费下降至近年新

低，并在 4 月份一度跌破 30 美元/吨。不过，铜价大幅上涨刺激产铜积极性，下半年全球铜矿新

增产能释放较好，2021 年新增产量约 120 万吨，四季度铜精矿加工费大幅攀升至 60 美元/吨上方。

2021 年铜精矿现货加工费均价为 48 美元/吨，较 2020 年的 54 美元/吨下降 11.1%。2022 年中国

冶炼厂与 Freeport 确定 2022 年铜精矿长单加工费 Benchmark 为 65 美元/吨，较 2021 年铜精矿加

工费长单 Benchmark 则为 59.5 美元/吨上涨，上涨 9.2%。据统计，2022 年，全球主要矿山供应将

增加 140 万吨，目前铜精矿现货加工费为 66.5 美元/吨，预计仍有走高的可能性。 

废铜方面，由于东南亚废铜政策收紧及疫情反复影响，2021 年二季度以来，中国废铜进口下

降较为明显，且 11 月份欧盟将宣布废铜新政，贸易商多数开始观望，废铜供应整体较为紧张。自

2020 年 11 月废铜新政实施后，尽管废铜进口整体呈现明显增长，2021 年废铜全年进口 169.3 万

吨，同比大幅增长 79.4%，但依旧远低于 2018 年的 241.3 万吨。 

2021 年铜下游行业消费整体较好，各行业有所分化。其中，光伏、风电等新能源领域投资受

碳中和政策推动，线缆及发电设备消费表现强劲，根据统计局公布数据，2021 年电力电缆产量同

比大幅增长 22.9%，发电设备产量增长 9.9%。家电领域整体消费表现较好，1-10 月洗衣机、空调、

冷柜产量增长分别为 9.5%、9.4%、7.9%，而发动机及电冰箱产量为负增长。 

由于下游消费整体向好，2021 年铜市经历了一轮明显的去库存，三大交易所库存从 6 月份的



49.6 万吨高点大幅降低至 11 月的 17.3 万吨。2022 年春节期间，铜市如期累库至 30.8 万吨，但依

旧为历史同期低点。在全球碳中和背景下，新能源电动汽车、光伏、风电投资及配套设施将大力

加码，预计铜市将长期处于紧平衡或短缺状态。 

本集团的主要业务涵盖了铜和黄金的采选、冶炼与加工；稀散金属的提取与加工；硫化工以

及金融、贸易等领域，并且在铜以及相关有色金属领域建立了集勘探、采矿、选矿、冶炼、加工

于一体的完整产业链，是中国重要的铜、金、银和硫化工生产基地。产品包括：阴极铜、黄金、

白银、硫酸、铜杆、铜管、铜箔、硒、碲、铼、铋等 50多个品种,其中，“贵冶牌”、“江铜牌”以

及恒邦股份的“HUMON-D牌”阴极铜为伦敦金属交易所注册产品，“江铜牌”黄金、白银为伦敦金

银市场协会注册产品。 

本集团拥有和控股的主要资产主要包括： 

1、一家上市公司：山东恒邦冶炼股份有限公司（股票代码：002237）是一家在深圳证券交易

所挂牌上市的公司，本公司持有恒邦股份总股本的 44.48%，为恒邦股份控股股东。恒邦股份主要

从事黄金的探、采、选、冶炼及化工生产，是国家重点黄金冶炼企业。具备年产黄金 50吨、白银

1000吨的能力，附产电解铜 25 万吨、硫酸 130 万吨的能力。 

2、四家在产冶炼厂：贵溪冶炼厂、江西铜业（清远）有限公司、江铜宏源铜业有限公司及浙

江江铜富冶和鼎铜业有限公司。其中贵溪冶炼厂为国内规模最大、技术领先的粗炼及精炼铜冶炼

厂。 

3、五座 100%所有权的在产矿山：德兴铜矿（包括铜厂矿区、富家坞矿区、朱砂红矿区）、永

平铜矿、城门山铜矿（含金鸡窝银铜矿）、武山铜矿和银山矿业公司。 

4、八家现代化铜材加工厂：江西铜业铜材有限公司、广州江铜铜材有限公司、江西省江铜耶

兹铜箔有限公司、江铜－台意特种电工材料有限公司、江铜龙昌精密铜管有限公司、江西铜业集

团铜材有限公司、江铜华北（天津）铜业有限公司和江铜华东（浙江铜材）有限公司。 

 

1、本公司主要产品应用如下： 

产 品 用 途 

阴极铜 是电气、电子、轻工、机械制造、建筑、交通、国防等工业的基础原材料 

铜杆线 用于铜质线缆及漆包线生产 

黄 金 为硬通货，也可用作电器、机械、军工工业及装饰工艺品的原材料 

白 银 是银焊料、电镀、银触点、装饰工艺品的原材料 

硫 酸 化工和化肥的原材料，并可用于冶金、食品、医药、化肥、橡胶等行业 

 

2、经营模式 

（1）采购模式 

本公司生产所需的主要原材料铜精矿以及生产设备的采购情况如下： 

产品 采购渠道 采购方式 定价方式 

铜精矿 国内外采购 

由公司贸易事业部统一采购 

 

国外采购参照 LME铜价、LBMA

金、银价格，并在上述金属价

格基础上扣减 TC/RC 作为采购

价格，TC/RC 则通过交易双方

谈判确定；国内采购参照上海

期货交易所铜价，并在交易所

均价或点价的基础上扣减相应

加工费或乘以相应计价系数。 

粗铜、粗杂铜 国内外采购 

生产设备 国内外采购 由公司材料设备部统一采购 比照市场定价 



 

（2）销售模式 

产品 销售方式 主要销售市场 

阴极铜 

主要消费群体是铜加工企业等用户，包括现货和

期货交易，其中：现货采用直销方式，期货则通

过上海期货交易所集中报价系统交易 

主要为华东、华南地区，部分

产品外销韩国、日本、东南亚 

 

铜杆线 与较固定的主要大客户签订长期合约 
主要为华东、华南、华北、西

南地区 

黄金 国家统一收购或直接在上海黄金交易所交易 

白银 

出口和内销，内销主要销售给国内的电子、电镀、

电工合金、销酸银、机械、军工、首饰等行业的

工业企业，销售方式为直销 

出口主要是销往香港，国内主

要销往华东、华南地区 

硫酸 
与较固定的主要大客户签订较长期的合约，然后

分期供货销售 

主要在华东、华中、华南、西

南等地区 

 

（3）生产模式 

目前世界上铜的冶炼方式主要有火法冶炼与湿法冶炼两种。火法冶炼是通过熔融冶炼和电解

精炼生产出阴极铜，一般适于高品位的硫化铜矿；湿法冶炼一般适用于低品位的氧化铜，该法成

本较低，但对矿石的品位和类型限制较大，且杂质含量较高。公司主要使用火法炼铜，并采用湿

法炼金。 

 

3 公司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3.1 近 3 年的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2021年 2020年 

本年比上年 

增减(%) 
2019年 

总资产 161,034,644,301 140,881,552,897 14.30 134,913,915,434 

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净资产 
69,798,852,884 59,910,393,466 16.51 52,745,619,575 

营业收入 442,767,670,161 318,563,174,838 38.99 240,360,335,134 

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净利润 
5,635,567,528 2,320,394,755 142.87 2,466,407,085 

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

润 

7,094,451,239 2,774,288,564 155.72 2,228,726,884 

经营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量净额 
9,031,634,346 1,381,996,439 553.52 8,252,296,414 

加权平均净资产

收益率（%） 
8.69 4.11 

增加4.58个百分

点 
4.81 

基本每股收益（元

／股） 
1.63 0.67 142.87 0.71 

稀释每股收益（元

／股） 
不适用 不适用 

    

 



 

 

 

 

 

 

3.2 报告期分季度的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第一季度 

（1-3 月份） 

第二季度 

（4-6 月份） 

第三季度 

（7-9 月份） 

第四季度 

（10-12 月份） 

营业收入 102,036,174,286 124,758,136,731 110,462,263,710 105,511,095,434 

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净利润 
859,445,869 2,183,620,588 1,463,718,815 1,128,782,256 

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后的净

利润 

1,273,711,972 3,935,802,660 757,556,264 1,127,380,343 

经营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量净额 
-1,786,713,597 3,554,144,259 6,298,189,837 966,013,847 

 

季度数据与已披露定期报告数据差异说明 

□适用 √不适用  

 

4 股东情况 

4.1 报告期末及年报披露前一个月末的普通股股东总数、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和持有特

别表决权股份的股东总数及前 10 名股东情况 

 

单位: 股 

截至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178,349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末的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163,987 

截至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0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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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称） 

报告期内增

减 
期末持股数量 

比例

(%) 

持有

有限

售条

件的

股份

数量 

质押、标记或冻

结情况 

股东 

性质 股份 

状态 
数量 

江西铜业集团有限公

司 
24,713,500 1,493,617,610 43.13 0 无 0 

国有

法人 

香港中央结算代理人 -1,120,908 1,073,524,014 31.00 0 无 0 未知 



有限公司 

中国证券金融股份有

限公司 
0 103,719,909 3.00 0 无 0 未知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

司 
-3,097,863 30,884,480 0.89 0 无 0 未知 

杨卫宇 4,478,124 7,705,551 0.22 0 无 0 未知 

洪文晖 -510,818 4,813,812 0.12 0 无 0 未知 

刘丁 0 4,170,451 0.12 0 无 0 未知 

张树林 710,800 3,565,300 0.10 0 无 0 未知 

花中富 3,503,700 3,503,700 0.10 0 无 0 未知 

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

司 
-631,626 3,493,508 0.10 0 无 0 未知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

明 
无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

量的说明 
无 

 

 

 

4.2 公司与控股股东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的方框图 

√适用  □不适用  

 

 

4.3 公司与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的方框图 

√适用  □不适用  



 

4.4 报告期末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 10 名股东情况 

□适用 √不适用  

5 公司债券情况 

√适用 □不适用  

5.1 公司所有在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存续的债券情况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债券名称 简称 代码 到期日 债券余额 利率（%） 

江西铜业股份

有限公司面向

合格投资者公

开发行 2017 

年 公 司 债 券

（第一期） 

17江铜 01 143304 
2022年 9月 21

日 
0 4.74 

江西铜业股份

有限公司面向

专业投资者公

开发行 2021 

年 公 司 债 券

（第一期） 

21江铜 01 185088 
2023年 12月 6

日 
0 2.83 

报告期内债券的付息兑付情况 

 

债券名称 付息兑付情况的说明 

江西铜业股份有限公

司面向合格投资者公

开发行 2017 年公司债

券（第一期） 

2020 年 9 月 23 日，公司按照《江西铜业股份有限公司面向合格投资者

公开发行 2017年公司债券（第一期）票面利率公告》，每手“17江铜 01”

面值 1,000元派发利息为 47.40元（含税）。于 2020年 9月 23日支付了

利息。 

 

报告期内信用评级机构对公司或债券作出的信用评级结果调整情况 

□适用 √不适用 

5.2 公司近 2 年的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适用 □不适用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主要指标 2021年 2020年 本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资产负债率（%） 51.68 52.54 -0.86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净利润 7,094,451,239 2,774,288,564 155.72 

EBITDA全部债务比 6.90 9.28 -25.65 

利息保障倍数 4.65 2.72 70.96 

第三节 重要事项 

1 公司应当根据重要性原则，披露报告期内公司经营情况的重大变化，以及报告期内发生的对

公司经营情况有重大影响和预计未来会有重大影响的事项。   

根据经审计的按中国会计准则编制的二零二一年度合并财务报表，本集团的合并营业收入为人民

币 442,767,670,161 元（二零二零年：人民币 318,563,174,838 元），比上年增加人民币

124,204,495,323元（或 38.99%）；实现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人民币 5,635,567,528 元（二

零二零年：人民币 2,320,394,755 元），比上年增加人民币 3,315,172,773 元（或 142.87%）。基

本每股收益为人民币 1.63元（二零二零年：人民币 0.67元）。 

 

2 公司年度报告披露后存在退市风险警示或终止上市情形的，应当披露导致退市风险警示或终

止上市情形的原因。 

□适用  √不适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