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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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年度报告未经审计。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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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鄂尔多斯 600295 不适用 

B股 上海证券交易所 鄂资B股 900936 鄂绒B股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郭升 李丽丽 

电话 0477-8543805 0477-8543776 

办公地址 内蒙古鄂尔多斯市东胜区罕台

轻纺街1号 

内蒙古鄂尔多斯市东胜区罕台

轻纺街1号 

电子信箱 Guo_s@chinaerdos.com lilili@chinaerdos.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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8,754,435,020.17 47,619,591,788.62 2.3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资产 

11,554,895,209.04 9,109,347,647.31 26.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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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92,834,258.44 2,331,189,108.94 -40.25 

营业收入 9,889,209,611.70 10,448,955,927.54 -5.3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 

549,412,013.04 278,840,331.32 97.0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 

522,538,032.84 267,228,732.06 95.54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

益率（%） 

5.55 3.49 增加2.06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

股） 

0.48 0.27 77.78 

稀释每股收益（元／

股） 

0.48 0.27 77.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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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5,4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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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蒙古鄂尔多斯羊绒集团

有限责任公司 

境内非国

有法人 

55.01 748,379,502 328,379,502 质押 494,000,000 

鄂尔多斯资产管理（香港）

有限公司 

境外法人 9.86 134,092,658 0 无 0 

招商证券香港有限公司 境外法人 1.95 26,467,192 0 未知   

中國光大證券（香港）有

限公司 

境外法人 1.03 13,948,100 0 未知   

SKY ORIGIN   LIMITED 境外法人 0.86 11,745,839 0 未知   

BEST MOULD   LIMITED 境外法人 0.79 10,806,443 0 未知   

WISE STATE   LIMITED 境外法人 0.68 9,218,159 0 未知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境外法人 0.51 6,930,406 0 无   

VANGUARD TOTAL   

INTERNATIONAL STOCK 

INDEX FUND 

境外法人 0.39 5,274,899 0 未知   

VANGUARD   EMERGING 

MARKETS STOCK INDEX FUND 

境外法人 0.38 5,199,262 0 未知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鄂尔多斯资产管理（香港）有限公司与羊绒集团系一致行动

人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

的说明 

无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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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位:亿元  币种:人民币 

债券名称 简称 代码 发行日 到期日 债券余额 利率（%） 

内蒙古鄂尔多

斯资源股份有

限公司 2017 年

公开发行公司

债券（第一期） 

17 鄂资 01 143252 2017 年 8 月

15 日 

2022 年 8 月

16 日 

13 6.77 

反映发行人偿债能力的指标： 

√适用□不适用  

主要指标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资产负债率 67.44   67.96   

 本报告期（1-6月） 上年同期 

EBITDA利息保障倍数 5.83   4.99   

 

关于逾期债项的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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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期内，公司仍面临着复杂而多变的经营环境，中美贸易战加剧企业间竞争，整体市场尚

未看到明显好转迹象，安全环保力度的持续加大，面对挑战和压力，董事会及管理层带领全体干

部员工，积极围绕创新产品供应与服务模式、精细化业务流程，深挖潜能，持续改进运营水平。

本报告期公司实现营业总收入 988,920.96万元，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54,941.20万元，

每股收益为 0.48元，同比增长 77.78%。截至报告期末，公司总资产达 4,875,443.50 万元，同比

增长 2.38%；归属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达 1,155,489.52 万元，同比增长 26.85%。 

1、羊绒服装板块 

报告期内，公司生产全面推行精准投料、持续优化精细化排产、继续深化精益运营，通过上

述举措，产品制成率得到提高，通过精细排产，优先生产美国订单，有效避免风险。随着品牌重

塑与渠道升级，国内销售业务同时全面入驻各大线上平台。ERDOS、鄂尔多斯 1980、BE、KIDS 的

品牌重塑战略在渠道影响力方面卓有成效。2019 年以来，各品牌新开渠道 62 家，翻新升级渠道

40家。报告期内，公司服装板块完成各类技术和研发项目 55项，累计有 13大类新产品被公司设

计团队采用推广。 

2、电力冶金化工板块 

报告期内，电冶板块生产方面，以低能耗、高环保的经营方针，精心调度和准确把控，各环



节密切配合，保持了园区内部供用电、产供销运整体平衡，确保全产业链满负荷运行和超强效能

的充分释放。报告期内，电力冶金加强研发力度，立足节能降耗，聚焦挖潜增效，创新方法贯穿

于运营系统，精益工具应用在核心领域，目前已推动和在研发项目中硅铁精整、自动加料系统、

自动配料系统等项目取得良好进展，并获得良好效益。电石炉前机器人已应用成功并取得了良好

效果，并实现了自动化升级、减少用工的良好业绩，带动了电石产业的自动化升级改造。 

3、安全和环保 

安全方面：公司将安全生产作为新常态来抓，紧紧围绕设备安全、操作安全、仓储安全、运

输安全、职工的健康安全、饮食安全、交通安全开展工作，通过对电力冶金园区重大危险源进行

登记建档，同时通过对安全风险分级逐一落实到厂级、车间、班组、岗位上，形成全员安全生产

责任链，保证了高风险作业环节处于受控范围。环保方面：公司积极响应国家提出的全面开展蓝

天、碧水、净土保卫战，报告期，电力冶金主要开展了超低排放改造、物料全封闭、废弃物管控

等项目，公司将继续推进棋盘井园区三废利用、羊绒园区绿色生产等工作的深入开展，打造新的

环保竞争力。 

公司报告期主要产品生产情况：生产羊绒衫 123.2 万件，围巾、披肩 16.2 万条；生产原煤

225.54 万吨，生产精煤 66.28 万吨；发电 97.7 亿度；生产硅铁 79.37 万吨、硅锰 13.48 万吨；

生产电石 77.81万吨，烧碱 14.79万吨，PVC 21.86 万吨，水泥 32.68万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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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 年 3 月 26 日，公司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和第八届监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

通过了《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具体为：2018年 6月 15日，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以下

简称“财政部”）发布《关于修订印发 2018 年度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通知》（财会[2018]15

号），要求执行企业会计准则的非金融企业应当按照企业会计准则和通知要求编制财务报表。根据

上述会计准则的修订要求，公司按照该文件规定的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适用于尚未执行新金

融准则和新收入准则的企业）编制公司的财务报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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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董事长：王臻 

内蒙古鄂尔多斯资源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 8 月 28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