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公司代码：600531                              公司简称：豫光金铅 

 

 

河南豫光金铅股份有限公司 

2016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一 重要提示 

1.1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投资者欲了解详细内容，应当仔细阅读同时刊载于

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等中国证监会指定网站上的半年度报告全文。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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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豫光金铅 600531 无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苗红强 李慧玲 

电话 0391-6665836 0391-6665836 

传真 0391-6688986 0391-6688986 

电子信箱 yuguang@yggf.com.cn yuguang@yggf.com.cn 

 

二 主要财务数据和股东情况 

2.1 公司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

增减(%) 

总资产 7,404,119,098.81 7,434,867,569.41 -0.4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资产 

1,398,834,973.28 1,366,260,797.62 2.38 

 本报告期 

（1-6月）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

减(%)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净额 

466,307,296.23 848,014,120.51 -45.01 

营业收入 6,023,272,074.56 5,759,165,644.67 4.5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 

35,884,560.66 7,055,289.64 408.6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 37,727,517.43 -29,976,002.00 不适用 



 

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2.59 0.52 增加2.07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405 0.0080 406.25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405 0.0080 406.25 

 

2.2 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 股 

截止报告期末股东总数（户） 122,427 

截止报告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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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东性

质 

持股比

例(%) 

持股 

数量 

持有有限

售条件的

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的股份数

量 

河南豫光金铅集团有限

责任公司 

国有法

人 

42.60 377,311,869 0 冻结 34,320,000 

中国黄金集团公司 国有法

人 

4.33 38,319,852 0 无   

王磊 境内自

然人 

1.09 9,640,000 0 无   

李荣国 境内自

然人 

0.43 3,775,578 0 无   

泰达宏利基金－建设银

行－中国人寿－中国人

寿委托泰达宏利基金管

理有限公司中证 500 

其他 0.22 1,917,690 0 无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博时中证淘金大

数据 100指数型证券投资

基金 

其他 0.18 1,589,000 0 无   

曹捷 境内自

然人 

0.16 1,382,700 0 无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国泰国证有色金

属行业指数分级证券投

资基金 

其他 0.15 1,285,600 0 无   

曾洪 境内自

然人 

0.14 1,220,521 0 无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泰达宏利红利先

锋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0.13 1,191,570 0 无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 公司前 10名股东中，第一大股东河南豫光金铅集团有限责



 

明 任公司与其他股东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或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持股变动信息披露管理办法》规定的一致行动人。公司未

知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属于一致行动人。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

量的说明 

无 

 

2.3 截止报告期末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前十名优先股股东情况表 

单位:股 

截止报告期末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无  

2.4 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适用 √不适用  

 

三 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一、董事会关于公司报告期内经营情况的讨论与分析 

报告期内，公司全体职工按照年初制定的“抓节支、降成本，提效益、谋创新，促转型、求

发展”的工作思路，齐心协力，密切配合，内抓管理，外抓市场，创效增收工作卓有成效。公司

主要产品电解铅、阴极铜、黄金、白银产量分别同比增长 24.86%、17.53%、23.36%、26.77%。通

过开展“劳动竞赛”、提产增产、节能改造、提高设备作业率等措施，有效降低了成本消耗，加工

成本比去年同期下降 1,218 万元，生产经营形势稳定向好。 

报告期内，公司积极稳妥推进经营工作的开展，化解经营过程中存在的风险。上半年公司实

现营业收入 602,327.21 万元，比去年同期增加 4.59%，由于主要产品价格的上涨，主要产品套期

保值出现一定的浮动亏损，公司利润总额比去年同期下降。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3,588.46 万元，较去年同期增加 408.62%，主要原因是：公允价值变动收益为负数，相应递延所得

税费用减少，增加了净利润。 

 

(一) 主营业务分析 

1 财务报表相关科目变动分析表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科目 本期数 上年同期数 变动比例（%） 

营业收入 6,023,272,074.56 5,759,165,644.67 4.59 

营业成本 5,704,138,139.67 5,670,974,408.24 0.58 

销售费用 9,403,609.04 10,217,637.37 -7.97 

管理费用 47,631,480.14 54,337,103.39 -12.34 

财务费用 136,977,456.88 169,235,504.98 -19.06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466,307,296.23 848,014,120.51 -45.01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82,709,710.13 32,770,298.94 不适用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354,491,097.34 -696,895,701.63 不适用 



 

研发支出 191,449.00 35,738,335.01 -99.46 

管理费用变动原因说明:本期研发费用减少。 

财务费用变动原因说明:本期利息支出减少。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变动原因说明:因本期原料市场紧张，公司加大采购力度，支付货款

增加。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变动原因说明:本期期货套期保值亏损，收到的现金同比减少。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变动原因说明:与去年同期相比，本期借款增加，偿还债务减少。 

研发支出变动原因说明:本期项目投入减少。  

 

2 其他 

(1) 公司利润构成或利润来源发生重大变动的详细说明 

2016年上半年公司实现净利润3,439.16万元，比去年同期增加400.37%，其中归属于母公司的

净利润3,588.46万元，比去年同期增加408.62%。公司利润构成项目中金额变动较大的有：                       

①资产减值损失：本期453.14万元，比上年同期下降92.04%，主要原因是由于本期计提存货

减值损失减少。  

②公允价值变动收益：本期-14,853.27万元，比上年同期减少320.84%，主要原因是应付租赁

黄金公允价值变动减少，浮动亏损增加。 

③ 投资收益：本期2,418.13万元，比上年同期下降78.35%，主要原因是本期黄金租赁业务亏

损所致。 

④营业外收入：本期4,088.76万元，比上年同期下降42.87%，主要原因是由于本期政府补助

减少。 

⑤营业外支出：本期70.82万元，比上年同期下降84.28%，主要原因是由于本年对外补偿款在

本期尚未支付完毕。 

⑥所得税费用：本期-1,067.99万元，比上年同期下降150.82%，主要原因是由于本期交易性

金融负债亏损。 

 

(2) 公司前期各类融资、重大资产重组事项实施进度分析说明 

公司于 2015 年启动非公开发行股票事项。2016 年 3 月 2 日，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申请，经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股票发行审核委员会审核。根据审核结果，公司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的

申请已获得通过（详见公司公告 2016-018号）。目前，发行前的准备工作正在积极稳妥推进。 

 

(3) 经营计划进展说明 

报告期内，公司完成营业收入 60.23 亿元，比去年同期增加 4.59%，完成年计划的 48.49%，

主要产品产量电铅完成 20.34 万吨，完成年计划的 50.85%，阴极铜完成 5.37 万吨，完成年计划

的 48.82%，白银完成 396.43 吨，完成年计划的 56.63%。 

 

(二) 行业、产品或地区经营情况分析 

1、 主营业务分行业、分产品情况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主营业务分行业情况 

分行业 营业收入 营业成本 
毛利率

（%） 

营业收

入比上

营业成

本比上

毛利率比上

年增减（%） 



 

年增减

（%） 

年增减

（%） 

有色金

属 

3,171,657,079.22 3,021,826,193.06 4.72 5.21 1.28 增加 3.70个

百分点 

贵金属 1,765,519,588.28 1,629,702,675.29 7.69 37.30 28.45 增加 6.36个

百分点 

化工 85,948,389.53 67,809,587.01 21.10 -21.68 -0.30 减少 16.92

个百分点 

其他 958,365,263.17 952,782,663.16 0.58 -25.74 -26.84 增加 1.49个

百分点 

主营业务分产品情况 

分产品 营业收入 营业成本 
毛利率

（%） 

营业收

入比上

年增减

（%） 

营业成

本比上

年增减

（%） 

毛利率比上

年增减（%） 

电解铅 1,536,688,697.66 1,452,978,222.09 5.45 15.59 10.69 增加 4.19个

百分点 

黄金 527,770,265.49 442,052,730.67 16.24 38.44 21.53 增加 11.65

个百分点 

白银 1,237,749,322.79 1,187,649,944.62 4.05 39.48 33.78 增加 4.09个

百分点 

阴极铜 1,634,968,381.56 1,568,847,970.97 4.04 -2.48 -5.84 增加 3.42个

百分点 

硫酸 29,202,660.69 43,271,349.83 -48.18 -50.25 14.77 减少 83.95

个百分点 

氧化锌 56,745,728.84 24,538,237.18 56.76 11.20 -19.04 增加 16.15

个百分点 

自营贸

易 

        -100.00 -100.00   

其他 958,365,263.17 952,782,663.16 0.58 -25.74 -26.84 增加 1.49个

百分点 

 

主营业务分行业和分产品情况的说明 

与去年同期相比，本期公司主要产品电解铅、黄金、白银的销售量均有较大增长，分别比去

年同期增长 13.56%、24.25%、46.38%，销量的增加带动了销售收入的增加。电解铅价格比去年增

长 1.79%且市场加工费明显好于去年同期，提升了电解铅的毛利率，黄金价格比去年增加 6.68%，

使黄金毛利率比去年增幅较大。本期硫酸价格比去年同期下降 54.79%，影响硫酸销售收入和毛利

减少，对公司利润造成了不利影响。 

 

2、 主营业务分地区情况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地区 营业收入 营业收入比上年增减（%） 

国内 5,970,498,716.60 5.29 



 

国外 10,991,603.60 -63.93 

主营业务分地区情况的说明 

国内营业收入增加主要是本期公司主要产品电解铅、黄金、白银的销售量增加所致，而国外

营业收入减少是因为：公司根据国内外产品价格的差异减少了国外电解铅的销售量。 

 

(三) 核心竞争力分析 

近年来，公司一直引领着国内铅冶炼技术进步的方向，并超前于全行业不断进行技术创新，

铅冶炼技术处于国际领先水平，技术经济指标明显优于国内平均水平，被工信部列为有色金属行

业能效标杆企业。与同行业相比，公司的核心竞争力主要体现在技术优势、人才优势、质量优势、

市场优势等方面。报告期内，公司的核心竞争力未发生重大变化。 

 

(四) 投资状况分析 

1、 对外股权投资总体分析 

报告期内，公司未发生对外股权投资事项。 

(1) 证券投资情况 

√适用 □ 不适用  

序

号 

证

券

品

种 

证

券

代

码 

证

券

简

称 

最初投资金额

（元） 

持有数量 

（股） 

期末账面价值 

（元） 

占期末

证券总

投资比

例 

（%） 

报告期损益 

（元） 

1 股

票 

KBL KBL 34,935,248.26 20,813,626 1,029,279.09 100 -2,003,309.00 

合计 34,935,248.26 / 1,029,279.09 100 -2,003,309.00 

 

(2) 持有其他上市公司股权情况 

□ 适用 √不适用  

 

(3) 持有金融企业股权情况 

√适用 □ 不适用  

所持对

象名称 

最初投资金

额（元） 

期初

持股

比例

（%） 

期末

持股

比例

（%） 

期末账面价值

（元） 

报告期损益

（元） 

报告期所有者

权益变动（元） 

会计

核算

科目 

股

份

来

源 

济源市

泰信小

额贷款

有限公

司 

34,450,000 30 30 42,886,187.69 1,271,473.28 1,271,473.28 长期

股权

投资 

自

有

资

金 

合计   / / 42,886,187.69 1,271,473.28 1,271,473.28 / / 

 



 

2、 非金融类公司委托理财及衍生品投资的情况 

(1) 委托理财情况 

□ 适用 √不适用  

 

(2) 委托贷款情况 

□ 适用 √不适用  

 

(3) 其他投资理财及衍生品投资情况 

□ 适用 √不适用  

 

3、 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1) 募集资金总体使用情况 

□ 适用 √不适用  

(2) 募集资金承诺项目情况 

□ 适用 √不适用  

(3) 募集资金变更项目情况 

□ 适用 √不适用  

 

4、 主要子公司、参股公司分析 

(1) 主要子公司情况 

公司名称 业务范围 
 注册资本 

（万元）   

 净利润 

（万元）  

豫光金铅（北京）科技有限公司 投资、商贸      2,000.00       -4.55 

济源市豫金废旧有色金属回收有

限公司 废旧回收        100.00        43.50  

江西源丰有色金属有限公司 
废旧回收处理，合金、铅膏、

塑料等本企业自产产品的

销售 

    16,185.86           -220.45  

豫光(澳大利亚)有限责任公司 贸易、投资      1,166.00          -228.59  

豫光(香港)国际有限公司 贸易 54.42 -3,759.37 

河南豫光冶金机械制造有限公司 工程施工，设备维修 500.00 83.50 

河南豫光合金有限公司 合金铅生产及销售 5,000.00 1,275.83 

济源市豫金靶材科技有限公司 
溅射靶材等材料的研发、有

色金属废料回收 6,500.00 -146.25 

注：1、豫光(澳大利亚)有限责任公司注册资本为 1,166.00 万澳元； 

2、豫光(香港)国际有限公司注册资本为 54.42 万港元。 
 

 (2)主要参股公司情况 



 

公司名称 业务范围 
 注册资本 

（万元）   

 净利润 

（万元）  

阿鲁科尔沁旗龙钰矿业有限公司 矿产资源勘探、采选、销售      1,000.00  -140.66 

济源市泰信小额贷款有限公司 小额贷款   11,000.00  423.82 

SORBY  HILLS 探矿、采矿   -3.32          

 

 

5、 非募集资金项目情况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万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名称 项目金额 项目进度 
本报告期投

入金额 

累计实际投

入金额 
项目收益情况 

冶炼渣处理技

术改造工程 

65,463.00 97% 1,951.34 112,779.33 该工程主系统 2014年年

末已建成投产，多功能

阳极炉在建尚未完工 

合计 65,463.00 / 1,951.34 112,779.33 / 

 

二、利润分配或资本公积金转增预案 

(一) 报告期实施的利润分配方案的执行或调整情况 

根据 2015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司 2015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为：以公司 2015 年末总股本

295,250,776股为基数，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 10股转增 20股，同时，向全体股东每 10股

派发现金红利 0.13元（含税）。实施完成后，公司总股本由原来的 295,250,776股变为 885,752,328

股。 

 

(二) 半年度拟定的利润分配预案、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是否分配或转增 否 

 

三、其他披露事项 

(一) 预测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期末的累计净利润可能为亏损或者与上年同期相比发生大幅度变动

的警示及说明 

□ 适用 √不适用  

 

(二) 董事会、监事会对会计师事务所“非标准审计报告”的说明 

□ 适用√不适用  

 

 



 

四 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4.1 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发生变化的，公司应当说明情况、原因及其影

响。 

不适用    

4.2 报告期内发生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公司应当说明情况、更正金额、原因及其影

响。 

不适用    

 

4.3 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对财务报表合并范围发生变化的，公司应当作出具体说明。 

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本期财务报表合并范围未发生变化。本期纳入合并财务报表范围的主

体共 11 户，具体包括： 

子公司全称 子公司类型 持 股 比 例

（%） 

表 决 权 比 例

(%) 

豫光金铅(北京)科技有限公司 全资子公司 100.00 100.00 

济源市豫金废旧有色金属回收有限公司 全资子公司 100.00 100.00 

江西源丰有色金属有限公司 控股子公司 60.00 60.00 

豫光(澳大利亚)有限责任公司 全资子公司 100.00 100.00 

豫光(香港)国际有限公司 全资子公司 100.00 100.00 

河南豫光冶金机械制造有限公司 全资子公司 100.00 100.00 

河南豫光合金有限公司 全资子公司 100.00 100.00 

济源豫金靶材科技有限公司 控股子公司 99.23 99.23 

济源豫光炉业科技开发有限公司 全资子公司 100.00 100.00 

上海豫光金铅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全资子公司 100.00 100.00 

湖南省圣恒再生资源有限公司 控股子公司 51.00 51.00 

 

4.4 半年度财务报告已经审计，并被出具非标准审计报告的，董事会、监事会应当对涉及事项作

出说明。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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