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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代码：600961                                                 公司简称：株冶集团 

 

株洲冶炼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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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株冶集团 600961 株冶火炬 

A股 上海证券交易所 *ST株冶 600961 株冶集团 

A股 上海证券交易所 株冶集团 600961 *ST株冶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刘伟清 李挥斥 

电话 0731-28392172 0731-28392172 

传真 0731-28390145 0731-28390145 

电子信箱 zytorch@torchcn.com zytorch@torchc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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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821,647,438.41 5,683,319,397.53 2.4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140,438,640.72 123,804,030.87 13.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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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1,472,327.00 163,507,581.02 -137.60 

营业收入 5,637,335,886.33 6,736,772,559.15 -16.3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1,749,332.12 -109,387,113.21 不适用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13,185,198.80 -192,999,835.75  不适用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8.89 -15.90 增加24.79个百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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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2 -0.21 不适用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2 -0.21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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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2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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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株洲冶炼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国有法人 40.24 212,248,593 0 无 0 

湖南有色金属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3.28 17,282,769 0 无 0 

湖南经济技术投资公司 国有法人 3.26 17,200,401 0 无 0 

株洲市国有资产投资控股集

团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1.75 9,231,932 0 无 0 

鞍钢股份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0.88 4,631,600 0 无 0 

范瑞霞 境内自然人 0.71 3,738,089 0 无 0 

徐玉珍 境内自然人 0.42 2,225,400 0 无 0 

宋兰芝 境内自然人 0.39 2,035,500 0 无 0 

胡精沛 境内自然人 0.31 1,610,668 0 无 0 

李文东 境内自然人 0.29 1,513,258 0 无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上述股东中株洲冶炼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与湖南有色

金属有限公司保持一致行动关系。根据《股东协议》

约定，湖南有色金属有限公司作为上市公司的股东在

行使提案权、或在股东大会上行使表决权时，均将作

为株洲冶炼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的一致行动人，按照株

洲冶炼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的意见行使。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的说明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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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6 年上半年，面对国际经济形势复杂多变、国内经济下行态势延续,有色金属产品需求平

缓，原料供给收缩的局面。全公司上下积极应对供给侧改革带来的机遇和挑战，认真落实“两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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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实现了公司生产经营的稳定运行。2016年 1-6月完成商品铅锌产量 28.14 万吨，商品铅产

量同比下降 2.51%，商品锌产量同比下降 10.13%。半年来，公司围绕方针目标重点落实了以下工

作： 

1. 生产系统实现安全、环保、优质、平稳运行。公司坚持以效益为中心，在注重安全，强化

环保的同时，优化技术指标，降低生产成本和资金占用，实现了生产的优质、稳定运行。上半年，

铅、锌、银金属回收率较去年同期均有不同程度提高；为兑现减产承诺，铅锌主产品同比减产 2.6

万吨，但主要综合回收产品铟、粗铜产量实现了增长，银产量继续维持去年水平。 

2. 经营运作抢抓市场机遇，发挥“火炬”品牌优势。在采购方面，紧盯市场加工费变化趋势，

根据市场变化适时调整采购策略，与生产保持协同，实现了采购目标。销售方面，继续实施“价

值引导策略”，强化品牌优势，持续推进合金升级战略，以市场需求为切入点，以提高产品质量

为基础，进一步优化产品结构，提高产品附加值。加强市场行情分析，优化过程管理，经营风险

控制整体平稳。 

3. 狠抓成本费用管理，在公司内部大力推行模拟利润核算模式，成本和费用得到有效控制。

上半年，析出锌加工费同比下降 4%，电铅加工费同比下降 10.8%；运输费同比下降 20.21%，业务

招待费同比下降 26.76%；销售费用、管理费用、财务费用同比分别下降幅度为 29.15%、11.56%、

21.47%。 

    上半年，公司在复杂的市场环境下，实现了生产经营的持续稳定运行，在优化技术指标、降

低成本费用、稳健营销等多方面取得了成绩。但同时还存在以下不足：一是主要产品利润空间较

小，核心竞争力仍有待提高；二是公司安全环保工作压力较大，环保工作任重道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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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637,335,886.33 6,736,772,559.15 -16.32 

营业成本 5,331,388,884.01 6,462,784,176.72 -17.51 

销售费用 39,455,775.34 55,686,536.34 -29.15 

管理费用 121,171,831.76 137,008,123.84 -11.56 

财务费用 109,618,779.69 139,586,969.05 -21.47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61,472,327.00 163,507,581.02 -137.60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85,386,865.91 -50,289,982.97  不适用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3,322,560.96 186,826,081.01 -101.78 

研发支出 3,579,793.85 7,206,269.23 -50.32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变动原因说明:公司存货增加使现金流出增加。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变动原因说明:公司调整了债务结构，新增借款较上年同期减少。 

研发支出变动原因说明:公司适量控制科研项目减少了研发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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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期内净利润 1,176.13万元，比上年同期增加净利润 12,115.24万元，其中： 

营业税金及附加：本期 699.27万元，上年同期 1,052.80万元，下降 33.58%，主要原因是公司本

期应缴流转税额减少，对应的城建税及教育费附加减少所致。 

销售费用：本期 3,945.58万元，上年同期 5,568.65万元，下降 29.15%，主要原因是包装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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装卸费、仓储保管费较上年同期大幅下降。 

管理费用：本期 12,117.18 万元，上年同期 13,700.81 万元，下降 11.56%，主要原因是业务

招待费、办公费、物料消耗等较上年同期减少。 

财务费用：本期 10,961.88 万元，上年同期 13,958.70 万元，下降 21.47%，主要原因是本期贷款

利率较上年同期降低。 

资产减值损失：本期 1,290.70 万元，上年同期 12,151.27 万元，下降 89.38%，主要原因是

期末铅、锌等产品价格上涨，对应计提的存货减值准备减少。 

公允价值变动收益：本期-3,713.16 万元，上年同期 2,196.78 万元，减少 269.03%，主要原

因是本期进行部分存货的套期保值，期末持仓浮动亏损形成公允价值变动损失。 

投资收益：本期 724.42万元，上年同期 2,955.96万元，下降 75.49%，主要原因为本期套期保值

平仓收益减少。 

 

(2) 经营计划进展说明 

2016年公司计划实现营业收入 128亿元，完成铅锌总产量 57.90万吨。 

    2016年上半年，公司完成商品铅锌产量 28.14万吨，完成预算进度的 48.60%：其中商品铅产

量 5.85万吨，完成全年预算的 53.67%；商品锌产量 22.29万吨，完成全年预算的 47.43%,未完成

预算进度目标的主要原因是兑现减产承诺，相应减少了商品锌产量。实现营业收入 56.37 亿元，

完成全年预算的 44.04%，未完成预算进度目标的主要原因是：商品锌减产，销量较预算目标相应

减少了 1.5 万吨；今年来锌产品价格虽有所上涨，但离预算目标价格还有一定差距；子公司贸易

收入较去年有所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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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增减

（%） 

营业成

本比上

年增减

（%） 

毛利率

比上年

增减（%） 

工业 5,578,576,701.50 5,285,318,228.86 5.26 -16.58 -17.73 增加

1.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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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锌产品 3,280,603,736.22 3,104,027,318.60 5.38 -17.86 -16.65 减少

1.37个

百分点 

铅产品 631,253,657.43 561,103,365.18 11.11 -1.48 -12.42 增加

11.10个

百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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稀贵 

产品 

466,513,929.74 437,411,802.94 6.24 11.1 -0.12 增加

10.54个

百分点 

硫酸 33,352,599.54 37,646,609.36 -12.87 -41.91 7.43 减少

51.84个

百分点 

其他 39,387,710.71 34,668,917.34 11.98 -15.58 -29.11 增加

16.80个

百分点 

自营 1,127,465,067.86 1,110,460,215.44 1.51 -26.26 -27.78 增加

2.07个

百分点 

 

主营业务分行业和分产品情况的说明 

报告期，公司实现主营业务毛利 29,325.85 万元，较上年同期增加 3,014.74 万元；毛利率

5.26%，较上年同期增加 1.33个百分点，其中：锌产品毛利率比上年同期减少 1.37个百分点，主

要原因是锌拨料价差、析出锌产量较上年同期减少；铅产品毛利率比上年同期增加 11.10 个百分

点，主要原因是铅拨料价差增加，铅产品加工费降低；稀贵产品毛利率比上年同期增加 10.54 个

百分点，主要原因是银产品的加工成本下降；硫酸毛利率比上年同期减少 51.84 个百分点,主要原

因是硫酸加工成本上升，价格下跌；自营业务毛利率比上年同期增加 2.07个百分点，主要原因是

有色产品价格上涨，贸易利润空间扩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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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178,239,288.31 -16.34 

国外 400,337,413.19 -19.61 

 

主营业务分地区情况的说明 

报告期国内营业收入较上年同期减少 16.34%，主要是锌产品销量较上年同期有所下降，国外

营业收入较上年同期减少 19.61%，主要是本期减少了出口销售。 

 

(三) 核心竞争力分析 

报告期内，公司核心竞争力未发生重大变化。 

 

(四) 投资状况分析 

1、 主要子公司、参股公司分析 

1、湖南株冶火炬金属进出口有限公司，注册资本 8,000万元，报告期末资产总额 98,551.69

万元，净资产 10,170.76万元，实现营业收入 116,962.52 万元，实现净利润 1,358.92万元。 

2、上海金火炬金属有限责任公司，注册资本 150万元，报告期末资产总额 5,106.39万元，

净资产 4,143.16万元，实现营业收入 41,275.51万元，实现净利润 180.91万元。 

3、佛山市南海金火炬金属有限公司，注册资本 300万元，报告期末资产总额 0，净资产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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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现营业收入 0，实现净利润-0.92万元。 

4、郴州火炬矿业有限责任公司，注册资本 200 万元，报告期末资产总额 1,165.43 万元，净

资产 1,165.43万元，实现营业收入 0，实现净利润-5.97万元。 

5、株洲冶炼集团科技开发有限责任公司，注册资本 218 万元，报告期末资产总额 2,688.03

万元，净资产 2,164.34万元，实现营业收入 9,170.52 万元，实现净利润 54.23 万元。 

6、深圳市锃科合金有限公司，注册资本 3,786.50万元，报告期末资产总额 8,840.66万元，

净资产 6,146.20万元，实现营业收入 46,630.29万元，实现净利润 171.12万元。 

7、北京金火炬科贸有限责任公司，注册资本 500万元，报告期末资产总额 17,968.62万元，

净资产 2,701.16万元，实现营业收入 47,948.31万元，实现净利润 541.04万元。 

8、（香港）火炬金属有限公司，注册资本 500 万港币，报告期末资产总额 2,441.79万元,净

资产 1,633.23万元，实现营业收入 86,308.26万元，实现净利润-103.68万元。 

 

2、 非募集资金项目情况 

√适用 □不适用  

单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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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搭配锌浸出渣

KIVCET直接炼

铅及配套项目 

1,169,660,000.00 99% 16,114,968.27 1,211,590,065.37   

合计 1,169,660,000.00 / 16,114,968.27 1,211,590,065.37 / 

 

非募集资金项目情况说明 

搭配锌浸出渣 KIVCET 直接炼铅及配套项目已转固 117,555.34 万元,期末搭配锌浸出渣

KIVCET直接炼铅及配套项目在建工程期末金额 3,603.67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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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公司 2015 年度股东大会批准，公司决定 2015 年度不进行利润分配，报告期内公司没有实

施利润分配方案或调整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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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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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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合并财务报表的合并范围以控制为基础确定，母公司及 8 个子公司、2 个孙公司均纳入合并报表

范围。母公司：株洲冶炼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子公司分别为：湖南株冶火炬金属进出口有限公司、

上海金火炬金属有限责任公司、郴州火炬矿业有限责任公司、佛山市南海金火炬金属有限公司、

深圳市锃科合金有限公司、北京金火炬科贸有限责任公司、株洲冶炼集团科技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香港）火炬金属有限公司；孙公司分别为：火炬锌业有限公司、天津金火炬合金材料制造有限

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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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董事长：                      

 

 

株洲冶炼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6年 7月 21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