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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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贵研铂业 600459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刚剑 陈国林 

电话 0871-68328190 0871-68328190 

办公地址 云南省昆明市高新技术产业开

发区科技路988号 

云南省昆明市高新技术产业开

发区科技路988号 

电子信箱 stock@ipm.com.cn stock@ipm.com.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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061,622,961.36 7,535,681,579.96 6.9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资产 

3,320,193,799.03 3,218,359,584.25 3.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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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2,502,133.01 -390,377,226.83   

营业收入 10,994,763,567.02 10,453,615,163.27 5.1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利润 

217,267,720.89 111,595,587.88 94.6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的净利润 

211,414,268.53 101,668,502.13 107.94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

率（%） 

6.53 4.24 增加2.29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

股） 

0.50 0.29 72.41 

稀释每股收益（元／

股） 

0.50 0.29 72.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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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6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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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云南省贵金属新材料控股集

团有限公司 

国有法

人 

39.64 173,524,449 0 质押 40,044,104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未知 5.60 24,500,859 0 无 0 

全国社保基金四一四组合 未知 1.22 5,359,370 0 无 0 

全国社保基金四一二组合 未知 0.82 3,579,442 0 无 0 

彭世勇 未知 0.80 3,483,169   无 0 

易方达基金－工商银行－易

方达基金臻选 2号资产管理

计划 

未知 0.59 2,578,739 0 无 0 

基本养老保险基金九零二组

合 

未知 0.55 2,421,100 0 无 0 

赵金航 未知 0.51 2,236,600 0 无 0 

赵建平 未知 0.46 2,000,000 0 无 0 

乔祥胜 未知 0.45 1,950,000 0 无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公司未知上述股东是否属于《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

法》中规定的一致行动人，也未知上述股东之间是否存在

关联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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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3.1 经营情况的讨论与分析 

2020 年上半年，新冠肺炎疫情爆发加剧了全球经济的长期停滞，也对中国经济发展带来新的

挑战。与公司产品市场相关的行业领域均不同程度受到本次疫情的影响。行业方面，我国汽车产

销同比降幅持续收窄，行业环境逐步好转。公司服务的石油化工及煤化工行业均出现需求降低，

导致贵金属需求下降，相关产品低价运行。半导体行业方面，国内光电厂家出口订单锐减，贵金

属需求同步下降，但由于厂家大力推行国产替代政策，半导体产品产量较同期增长明显。电工、

电器及电子行业方面，受 5G 产业快速发展影响，消费电子产品出现稳步上升趋势，电子零部件

相关的封装材料有所增长。国内地铁、房地产发展势头带动功能性电接触材料稳中有升。受国外

疫情影响，金基电刷材料和焊料等用于电器类产品的贵金属材料出口下降。电子浆料行业方面，

部分下游电子元器件厂商对电子浆料需求出现下滑，但进口替代需求的增加拉动了总体需求的增

长，电子行业技术升级加快造成浆料产品性能需求迭代加速。贵金属二次资源相关领域方面，上

游客户开工率和负荷率下降，部分催化剂卸剂检修时间滞后，订单缩减，汽车回收行业环节流转

受限，贵金属二次资源回收周期拉长。但疫情促进了炼化产能持续优化，有利于社会资源向头部

企业集中，行业集中度进一步提高。贵金属供给服务领域受国内外环境影响，贵金属价格波动过

大，下游需求大幅下滑，市场需求持续低迷。 

随着国内疫情得到逐步控制及复工复产深入推进，供需两端持续回暖，我国经济运行总体复

苏态势持续向好，与公司产品相关的下游行业市场正在逐步恢复。上半年，公司持续坚定贵金属

产业主线，疫情防控和复工复产同时推进，控制风险，稳中求进，努力将疫情对公司生产经营及

产品市场的影响降至最低，创新经营模式，挖掘新的利润增长点，扎实推进各核心业务板块的稳

定发展，实现生产经营业绩的稳步提升。其中贵金属资源循环利用领域加快工艺及装备升级，提

升产能及协同保障能力，创新业务模式，提升市场资源的掌控力，推进管理提质增效。整合行业

资源，持续优化市场布局，拓展重点行业市场，提升重点市场占有率。贵金属供给服务领域充分

利用行业资源优势，发挥板块渠道优势，国内与国际采购互相补充，强化多样性和个性化的客户

服务理念。贵金属合金功能材料领域持续推进工艺技术升级改造和新产品的产业化开发，释放产

能，同时不断优化产品结构，焦聚新市场开发、尤其是国内外中高端市场的拓展。半导体材料挖

潜增效，不断降低贵金属损耗，为客户提供产品销售和贵金属废料回收的一站式服务。前驱体材

料借电镀盐等行业大幅增长之契机，优化产品结构，提高中高端产品占比，加大重点产品市场领

域业务拓展。汽车尾气净化催化剂构建战略和核心客户销量升级的市场格局，把握国六排放法规



实施的市场机遇，加大力度开发新市场和新项目。 

本报告期，公司三大核心业务板块的规模化效应和协同发展效应日益凸显，取得明显的经济

增量，其中在贵金属二次资源循环利用、贵金属供给服务、半导体材料等领域增量显著。公司销

售收入及经营业绩实现稳步增长，累计实现营业收入 10,994,763,567.02 元，比去年同期的

10,453,615,163.27 元增加 5.18%；利润总额 270,395,447.28 元，比去年同期的 149,439,508.77 元增

加 80.94%；实现净利润 232,059,658.41 元，比去年同期的 120,699,535.71 元增加 92.26%；归属于

母公司的净利润 217,267,720.89 元,比去年同期的 111,595,587.88 元增加 94.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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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详见第十节 财务报告 五、重要会计政策和会计估计 44.重要会计政策和会计估计的变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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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贵研铂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郭俊梅 

 

                                     2020年 8月 19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