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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寒锐钴业股份有限公司 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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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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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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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上市时未盈利且目前未实现盈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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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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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铜产品的研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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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铜产品为补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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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主要产品为钴粉、氢氧化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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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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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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况普遍，为了更加充分有效地利用当地资源，子公司刚果迈特和寒锐金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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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期内，全球经济复苏，新能源行业发展，钴铜金属需求增长、价格上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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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建设稳步推进，产量销售量较大增长。2021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4,349,711,262.50元，同比增长93.0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663,166,173.38元，同比增长98.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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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 年末 2020 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减 2019 年末 

总资产 7,378,648,140.49 5,853,377,792.16 26.06% 3,502,160,943.4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4,733,019,299.37 3,874,698,626.59 22.15% 1,778,230,073.70 

 2021 年 2020 年 本年比上年增减 2019 年 

营业收入 4,349,711,262.50 2,253,776,474.63 93.00% 1,779,038,653.9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663,166,173.38 334,503,259.33 98.25% 13,865,703.0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693,723,162.04 188,031,917.62 268.94% 5,504,558.66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646,518,390.82 221,147,741.36 -392.35% 205,952,212.17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2.15 1.18 82.20% 0.05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2.15 1.16 85.34% 0.05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5.07% 11.83% 3.24% 0.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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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36,063,529.84 1,043,695,143.12 1,124,034,490.43 1,145,918,099.1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99,958,828.67 255,740,769.11 130,524,921.89 176,941,653.7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214,237,404.02 176,780,778.24 151,703,375.47 151,001,604.31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31,417,086.24 -265,175,636.84 12,051,744.44 -261,977,412.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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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3,387 

年度报告披露

日前一个月末

普通股股东总

54,552 

报告期末表决

权恢复的优先

股股东总数 

0 

持有特别表决

权股份的股东

总数（如有）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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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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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梁杰 境内自然人 15.94% 49,338,977 40,860,743 质押 5,400,000 

梁建坤 境内自然人 15.18% 46,992,435 0 质押 6,271,149 

江苏拓邦投资

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2.65% 8,191,384 0   

中国建设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

－华夏能源革

新股票型证券

投资基金 

其他 1.69% 5,234,161 0   

华融瑞通股权

投资管理有限

公司 

国有法人 1.24% 3,824,829 0   

中信中证资本

管理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1.21% 3,745,760 0   

徐卫华 境内自然人 1.20% 3,712,661 0   

香港中央结算

有限公司 
境外法人 1.15% 3,574,758 0   

云南拓驰企业

管理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0.98% 3,024,000 0   

江苏汉唐国际

贸易集团有限

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0.88% 2,719,6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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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梁建坤持有云南拓驰

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100%股权，云南拓驰企业管理有限公司与梁建坤、梁杰构成一致行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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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一致行动的情况。 

公司是否具有表决权差异安排 

□ 适用 √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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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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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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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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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期内，公司主营业务未发生重大变化。 

 

2、可转换债券赎回：公司于2018年11月20日公开发行了440万张可转换公司债券（债券简称：寒锐转债；债券代码：123017），

根据《南京寒锐钴业股份有限公司创业板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相关条款，2019年5月27日起债券进入转股

期。随着寒锐转债进入转股期，股份数持续变动。2021年2月24日，公司全部赎回寒锐转债，寒锐转债摘牌。截至“寒锐转债”

停止转股日，“寒锐转债”累计转股 7,343,858股，公司总股本增至309,617,139 股。 

 

3、非公开发行股票解除限售：经中国证监会《关于核准南京寒锐钴业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

[2020]969号）核准，公司于2020年7月7日非公开发行3,347.3169万股A股股票，限售期6个月。2021年2月8日，公司非公开发

行股份被锁定的33,473,169股解除限售。 

 

4、启动港股上市：报告期内，公司启动申请公开发行境外上市外资股（H股）并在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主板挂牌上市

的相关工作。公司于2021年6月24日向香港联交所递交了发行上市申，并于2021年6月24日在香港联交所网站刊登了本次发行

上市的申请资料。公司于2021年10月27日收到中国证监会出具的《关于核准南京寒锐钴业股份有限公司发行境外上市外资股

的批复》（证监许可〔2021〕3324号）。香港联交所上市委员会于2022年2月17日举行上市聆讯，审议公司发行境外上市外

资股并在香港联交所主板挂牌上市的申请。公司本次境外上市外资股发行上市尚需取得香港料交所的最终批准。该事项仍存

在不确定性，公司将根据该事项的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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