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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部黄金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一 重要提示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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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者应当到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等中国证监会指定媒体上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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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会议。 

4 本半年度报告未经审计。 

5 经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无 

二 公司基本情况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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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部黄金 601069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唐向阳 魏彬 

电话 0991-3771795 0991-3771795 

办公地址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乌鲁木齐市经济

技术开发区融合南路501号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乌鲁木齐市经济

技术开发区融合南路501号 

电子信箱 wrgold@w-r-g.cn wrgold@w-r-g.cn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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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93,492,991.06 2,688,413,526.71 -3.5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资产 

1,752,268,028.42 1,704,477,688.79 2.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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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8,471,911.15 130,978,266.02 -1.91 

营业收入 591,005,973.16 577,704,592.48 2.3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 

92,612,385.00 64,873,249.68 42.7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 

94,440,189.19 76,684,481.69 23.15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

益率（%） 

5.29 3.98 增加1.31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

股） 

0.1456 0.1020 42.75 

稀释每股收益（元／

股） 

0.1456 0.1020 42.75 

 

2.3 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 股 

截止报告期末股东总数（户） 69,6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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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疆有色金属工业（集团）

有限责任公司 

国有

法人 

68.18 433,650,000 433,650,000 质押 213,130,000 

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

转持二户 

其他 1.98 12,600,000 12,600,000 未知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前海开源金银珠宝主题精

选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

资基金 

其他 0.92 5,842,929 0 未知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嘉实事件驱动股票型

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0.62 3,938,918 0 未知   

徐建东 境内

自然

人 

0.38 2,401,700 0 未知   

新疆诺尔特矿业投资有限 境内 0.36 2,310,000 0 未知   



公司 非国

有法

人 

孙政 境内

自然

人 

0.21 1,346,500 0 未知   

张静 境内

自然

人 

0.20 1,245,729 0 未知   

中国工商银行－建信优化

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0.18 1,113,215 0 未知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摩根士丹利华鑫多元

收益 18个月定期开放债券

型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0.16 989,500 0 未知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

明 

截止报告期末，公司未知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之间 

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未知其是否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持股

信息披露管理办法》中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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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适用 √不适用 

 

2.5 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适用 √不适用 

 

2.6 未到期及逾期未兑付公司债情况 

□适用 √不适用 

 

三 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3.1 经营情况的讨论与分析 

（一）全面落实安全生产经营责任制，强化生产组织和管理，坚持内部挖潜，不断提高劳动

效率，加强科技攻关和技术改造，不断提高各项生产技术指标。公司 2017 年上半年生产黄金

1870.17 千克(未包含外销金精矿金属量 10.44 千克)，比去年同期减少 11.50%；上半年销售黄金

1963.98 千克，比去年减少 10.75%；生产铁精粉 2.30 万吨，比去年增加 60.93%。实现利润总额

1.10 亿元，实现工业总产值（现价）5.84 亿元，工业增加值 3.03 亿元，实际上缴各项税费 0.43

亿元，资产总额 25.93 亿元，资产负债率 32.44%，所有者权益 17.52 亿元（归属于母公司股东权

益 17.52 亿元）。 

（二）党建工作写入章程 

根据《中共中央组织部、国务院国资委党委关于扎实推动国有企业党建工作要求写入公司章

程的通知》（组通字〔2017〕11 号）和《自治区党委组织部、自治区国资委党委关于转发<中共中



央组织部、国务院国资委党委关于扎实推动国有企业党建工作要求写入公司章程的通知>的通知》

（新党组通字〔2017〕24 号）精神,公司将党建工作总体要求写入公司章程，进一步明确党组织在

公司法人治理结构中的法定地位，进一步完善公司治理结构,规范公司行为。 

在国有控股公司章程中增加党建的相关规定，意义非比寻常。此次修改章程，总则增加了党

组织发挥领导核心和政治核心作用，把方向、管大局、保落实。明确了党组织在决策、执行、监

督各环节的权责和工作方式等。 

（三）在致力做大做强黄金主业的同时，公司积极推动资本运作，进行重大资产重组，开启

了公司资本经营新篇章。公司作为西北地区最大的现代化黄金采选冶企业，将紧紧抓住国家“一带

一路”战略带来的重大历史机遇，通过本次重组注入优质锰矿资源及下游产品。 

本次交易前，公司主营业务为黄金的采选及冶炼，同时从事铁矿采选以及铬矿石的开采。本

次交易后，公司将获得新疆佰源丰矿业有限公司和阿克陶科邦锰业制造有限公司各 51%的股权，

将新增锰矿资源储备，以及电解锰的生产和销售业务，拓宽公司的业务范围，分散主业单一带来

的经营风险，实现长期可持续发展。 

通过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将提升公司在西昆仑玛尔坎苏一带富锰矿资源的控制力，有利于公

司发挥矿产资源整合的地域优势，通过资源勘查、资产并购等方式充分发掘标的资产邻近区域矿

产资源，增大自身资源储量。公司将充分利用疆内发展契机，以及本行业优势地位，适当延长锰

矿产业链和产品链，培育企业新的盈利增长点，提高上市公司的竞争实力。 

（四）扩展黄金珠宝销售业务，成功向下游零售领域拓展，进一步完善公司黄金产业链结构。

公司全资子公司乌鲁木齐天山星贵金属冶炼有限公司设立沙依巴克区分公司和可可托海分公司。

位于乌鲁木齐市沙依巴克区友好路的“西部黄金·天山星珠宝文化体验中心”，拥有黄金、钻石、

彩宝、K 金、玉石等黄金珠宝产品以及定制服务，并将新疆民族文化的概念植入在产品中，与新

疆本土文化相融合，打造新疆瑰宝。独家冠名的 2017 年第十七届中国职业模特大赛（新疆赛区），

百余家媒体争相报道。 

 

3.2 与上一会计期间相比，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原因及其影响 

□适用 √不适用 

 

3.3 报告期内发生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更正金额、原因及其影响。 

□适用 √不适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