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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铜业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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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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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董事长代行董秘职责） 肖华东 

电话 0791-82710117  0791-82710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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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电子信箱 jccl@jxcc.com jccl@jxcc.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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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4,193,780,728 87,384,092,258 7.7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资产 

46,986,154,275 46,597,873,215 0.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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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64,037,385 660,798,287 30.76 

营业收入 98,285,807,570 90,204,434,410 8.9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 

830,212,763 473,376,745 75.3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 

621,619,931 355,011,220 75.1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

益率（%） 

1.77 1.03 增加0.74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

股） 

0.24 0.14 71.43 

稀释每股收益（元／

股）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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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3,554 

截止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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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西铜业集团公司 国有法

人 

40.53 1,403,614,110 0 无 0 

香港中央结算代理人有限

公司 

未知 34.08 1,179,982,495 0 未知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

任公司 

未知 0.92 31,843,800 0 未知   

中国证券金融股份有限公

司 

未知 0.56 19,356,158 0 未知   

太平人寿保险有限公司－

分红－团险分红 

未知 0.24 8,241,022 0 未知   

新华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 未知 0.23 8,049,449 0 未知   



司－分红－个人分红－

018L－FH002沪 

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

司－分红－个人分红－

005L－FH002沪 

未知 0.21 7,309,293 0 未知   

太平人寿保险有限公司－

分红－个险分红 

未知 0.20 6,999,872 0 未知   

北京凤山投资有限责任公

司 

未知 0.20 6,784,000 0 未知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华安新丝路主题股票型证

券投资基金 

未知 0.18 6,300,000 0 未知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1）本公司控股股东江西铜业集团公司“江铜集

团”与其他持有无限售条件股份的股东没有关联关系且

不属于中国证监会发布的《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规

定的一致行动人：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

的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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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 年上半年，全球经济复苏势头良好，美国和欧洲经济数据表现抢眼，日本经济温和复苏。

国内经济呈现增长平稳、就业向好、物价稳定、结构优化的良好格局，经济发展的稳定性、协调

性和可持续性增强。但由于贸易保护主义趋势加剧、美联储加息步伐快于预期等因素，下半年全

球各经济体还将面临增长压力。 

上半年，公司继续围绕“改革创新、提质增效”的主题，系统实施了一系列“保生产、稳经营、

降成本、增效益、推改革、促创新、控风险”措施，在全体员工共同努力下，上半年，公司主要产

品产量完成进度计划，生产经营情况总体良好，经营业绩稳步回升。 

报告期内，公司基本完成各类产品产量计划，生产：阴极铜 64.49 万吨，同比增长 7.47%（上

年同期为 59.98 万吨）；铜精矿含铜 10.47 万吨（上年同期为 10.59 万吨）；黄金 12,532 公斤（上



年同期为 13,303 公斤）；白银 247 吨（上年同期为 269 吨）；钼精矿折合量（45%）3,676 吨，（上

年同期为 3,829 吨）；硫酸 170 万吨（上年同期为 186 万吨）；硫精矿 124 万吨（上年同期为 131

万吨）；生产铜杆 46.22 万吨，同比上涨 18.21%（上年同期为 39.1 万吨）；除铜杆外的其他铜加工

产品 7.45 万吨，同比增长 13.05%（上年同期为 6.59 万吨）。 

截至 2017 年 6 月 30 日本集团的合并营业收入为人民币 98,285,807,570 元（2016 年同期：人

民币 90,204,434,410 元），比上年增长人民币 8,081,373,160 元（或 8.96%）；实现归属于母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人民币 830,212,763 元（2016 年同期：473,376,745 元），比上年同期增长人民币

356,836,018 元（或 75.38%）；基本每股盈利为人民币 0.24 元（2016 年同期：人民币 0.14 元），

比上年同期增长人民币 0.10 元（或 71.43%）。国际会计准则项下，实现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为人民币 973,557，662 元（2016 年同期：643,005,049 元），比上年同期增长人民币 330,052,613

元（或 51.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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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