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公司代码：601168                                                  公司简称：西部矿业 

西部矿业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年度报告摘要 

一 重要提示 

1 本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年度报告全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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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出席董事情况 

未出席董事职务 未出席董事姓名 未出席董事的原因说明 被委托人姓名 

董事 罗已翀 个人原因 王海丰 

4 安永华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本公司出具了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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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安永华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以 2020 年度末公司总股本 238,300 万股为

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股利 1.2 元（含税），共计分配 28,596 万元（占 2020 年度可分

配利润的 31.5%），剩余未分配利润结转以后年度分配。 

二 公司基本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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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部矿业 601168 /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陈斌 韩迎梅 

办公地址 青海省西宁市城西区五四大街52号 青海省西宁市城西区五四大街52号 

电话 0971-6108188 0971-6108188 

电子信箱 chenbin@westmining.com hanym@westmining.com 

 

2 报告期公司主要业务简介 

（一）主要业务及经营模式 

公司主要从事铜、铅、锌、铁等基本有色金属、黑色金属的采选、冶炼、贸易等业务，分矿

山、冶炼、贸易和金融四大板块经营，其中矿山板块主要产品有铅精矿、锌精矿、铜精矿、铁精

粉、球团等；冶炼板块主要产品有锌锭、电铅、电解铜等。分板块介绍如下： 



1. 矿山板块 

公司全资持有或控股并经营十三座矿山：青海锡铁山铅锌矿、内蒙古获各琦铜矿、内蒙古双

利铁矿、新疆哈密白山泉铁矿、甘肃肃北七角井钒铁矿、青海格尔木磁铁山铁矿、青海格尔木野

马泉铁多金属矿、青海格尔木它温查汉西铁多金属矿、青海格尔木拉陵高里河铁多金属矿、四川

呷村银多金属矿、四川会东大梁铅锌矿、西藏玉龙铜矿及新疆瑞伦铜镍矿。其中，青海锡铁山铅

锌矿是国内第二大单体铅锌矿；内蒙古获各琦铜矿是中国储量第六大的铜矿；四川呷村银多金属

矿以银铅锌铜富集一体而著称；西藏玉龙铜矿是国内第二大单体铜矿。  

 

2. 冶炼板块 

公司拥有电铅 10 万吨/年、电解铜 16 万吨/年、锌锭 10 万吨/年、锌粉 1 万吨/年、偏钒酸铵

1000 吨/年。 

 



3. 贸易板块 

公司目前主要进行铜、铅、锌、镍等金属的国内贸易及国际贸易。 

4. 金融板块 

为加强资金管理，提高资金使用效率，公司控股子公司西矿财务是一家非银行金融机构，为

成员单位提供资金管理服务，连续多年被评为 A 级创新型财务公司。 

（二）行业地位 

公司是西部地区大型铜铅锌资源国企，拥有铜、铅、锌矿产开发、冶炼、贸易和金融的完整

产业链，在全国 10 各省、市、自治区拥有 30 余家分子公司，为我国第二大铅精矿生产商、第四

大锌精矿生产商和第八大铜精矿生产商。 

公司总计拥有的有色金属矿产保有资源储量（金属量，非权益储量，万吨） 

铜金属 铅金属 锌金属 钼金属 五氧化二钒 铁（矿石量） 镍 金（吨） 银（吨） 

655.83 160.69 311.60 35.73 58.81 31,098.79 25.24 13.54 2,315.45 

截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公司共有探矿权 8 个，面积 122.54km2；采矿权 13 个，面积 34.52km2。 

公司先后获得“全国五一劳动奖状”“中国工业行业排头兵企业”“中国矿业十佳企业”“中国工

业经济先进集体示范单位”“国家级创新型企业”“国家技能人才培育突出贡献奖”“中国有色金属工

业科学技术工作先进单位”“2020年中国百强企业”“青海省科技进步一等奖”等国家级和行业荣誉。

青海锡铁山铅锌矿、西藏玉龙铜矿、四川呷村银多金属矿、四川会东大梁铅锌矿、甘肃肃北七角

井钒铁矿、内蒙古获各琦铜矿 6 家矿山单位获评国家级绿色矿山，青海铜业、玉龙铜业、西豫金

属、锌业分公司及锡铁山分公司 5 家单位获评国家级绿色工厂，2 家单位获评省级绿色工厂，西

部铜业铜精矿获评国家级“绿色设计产品”，3 家单位被国家工信部列为铅、锌、铜行业规范企业。

2020 年，公司在财富中国 500 强排行第 315 位。 

 

3 公司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3.1 近 3 年的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2020年 2019年 

本年比上

年 

增减(%) 

2018年 

调整后 调整前 

总资产 47,903,820,160 44,517,467,795 7.61 39,808,308,086 39,511,392,078 

营业收入 28,550,148,619 30,566,841,834 -6.60 28,770,439,280 28,712,496,304 

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净利

润 

907,790,906 1,007,130,948 -9.86 -2,058,726,044 -2,063,093,443 

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扣除

1,166,146,603 896,588,331 30.06 -2,032,543,285 -2,036,238,526 



非经常性损益

的净利润 

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净资

产 

10,910,288,869 10,033,514,335 8.74 8,976,316,482 8,778,949,510 

经营活动产生

的现金流量净

额 

3,280,046,541 3,874,963,709 -15.35 625,819,487 585,408,780 

基本每股收益

（元／股） 

0.38 0.42 -9.52 -0.86 -0.87 

稀释每股收益

（元／股） 

0.38 0.42 -9.52 -0.86 -0.87 

加权平均净资

产收益率（%） 

8.67 10.62 减少1.95个

百分点 

-18.26 -18.62 

 

3.2 报告期分季度的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第一季度 

（1-3 月份） 

第二季度 

（4-6 月份） 

第三季度 

（7-9 月份） 

第四季度 

（10-12 月份） 

营业收入 6,058,563,139 7,327,574,920 7,729,931,298 7,434,079,26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70,851,355 275,646,013 486,575,973 74,717,56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 
46,713,574 277,341,846 478,110,457 363,980,726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994,521,121 1,172,761,458 1,940,947,012 -828,183,050 

 

季度数据与已披露定期报告数据差异说明 

□适用  √不适用  

4 股本及股东情况 

4.1 普通股股东和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数量及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 股 

截止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133,505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末的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136,694 

截止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0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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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称） 

报告期内

增减 

期末持股数

量 

比例

(%) 

持有

有限

售条

件的

股份

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东 

性质 股份 

状态 
数量 

西部矿业集团有限公司 191,400 714,899,898 30 0 质押 13,000,000 国有法人 

林泗华 -199,000 42,186,400 1.77 0 无 0 
境内自然

人 



上海高毅资产管理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高毅晓峰 2

号致信基金 

38,248,167 38,248,167 1.61 0 无 0 未知 

易方达基金－中央汇金资产

管理有限责任公司－易方达

基金－汇金资管单一资产管

理计划 

35,284,700 35,284,700 1.48 0 无 0 未知 

新疆塔城国际资源有限公司 0 30,000,000 1.26 0 质押 30,000,000 
境内非国

有法人 

新疆同裕股权投资有限公司 -3,900,000 22,560,000 0.95 0 质押 7,000,000 
境内非国

有法人 

兴全基金-兴业银行-兴全-有

机增长 1 号特定多客户资产

管理计划 

20,452,168 20,452,168 0.86 0 无 0 未知 

上海高毅资产管理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高毅－晓峰 1

号睿远证券投资基金 

15,522,138 15,522,138 0.65 0 无 0 未知 

中国对外经济贸易信托有限

公司－外贸信托－高毅晓峰

鸿远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15,147,004 15,147,004 0.64 0 无 0 未知 

中信信托有限责任公司－中

信信托锐进 43 期高毅晓峰投

资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14,611,547 14,611,547 0.61 0 无 0 未知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公司未知上述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和属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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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 

 

4.2 公司与控股股东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的方框图 

√适用  □不适用  

 

 

4.3 公司与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的方框图 

√适用  □不适用  



 

4.4 报告期末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 10 名股东情况 

□适用 √不适用  

5 公司债券情况 

√适用 □不适用  

5.1 公司债券基本情况 

单位: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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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本付息

方式 
交易场所 

西部矿业股份有

限公司公司债 
11 西矿 02 122062 2011-01-17 2021-01-17 200,000 5.3 

按年付息、

到期一次

还本 

上海证券交

易所 

西部矿业股份有

限公司公开发行

2018 年公司债

（第一期） 

18 西股 01 143680 2018-06-08 2023-06-08 70,000 6.5 

按年付息、

到期一次

还本 

上海证券交

易所 

西部矿业股份有

限公司公开发行

2019 年公司债

（第一期） 

19 西股 01 155333 2019-04-11 2024-04-11 130,000 5.8 

按年付息、

到期一次

还本 

上海证券交

易所 

5.2 公司债券付息兑付情况 

√适用 □不适用  

2020 年 1 月 17 日公司支付了 10 年期品种（“11 西矿 02”）在 2019 年 1 月 17 日至 2020 年 1

月 16 日期间的利息。 

2020 年 4 月 13 日（4 月 11 日周六顺延至 4 月 13 日）公司支付了 5 年期品种（“19 西股 01”）

在 2019 年 4 月 11 日至 2020 年 4 月 10 日期间的利息。 

2020 年 6 月 8 日公司支付了 5 年期品种（“18 西股 01”）在 2019 年 6 月 8 日至 2020 年 6 月 7



日期间的利息。 

 

5.3 公司债券评级情况 

√适用  □不适用  

2020 年 5 月 11 日，中诚信国际信用评级有限责任公司对 11 西矿 02 债券进行信用跟踪评级

并出具信评委函字【2020】跟踪 0238 号评级报告，经中诚信证评信用评级委员会最后审定，维持

公司主体信用评级 AA+，评级展望稳定；维持本次债券信用等级为 AA+。 

2020 年 5 月 11 日，中诚信国际信用评级有限责任公司对 18 西股 01 和 19 西股 01 债券进行

信用跟踪评级并出具信评委函字【2020】跟踪 0237 号评级报告，经中诚信证评信用评级委员会最

后审定，维持公司主体信用评级 AA+，评级展望稳定；维持本次债券信用等级为 AA+。 

 

5.4 公司近 2 年的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适用 □不适用  

主要指标 2020 年 2019 年 
本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 

资产负债率（%） 67.35 67.63 -0.28 

EBITDA 全部债务比 0.1171 0.1258 -6.95 

利息保障倍数 2.60 2.40 8.33 

 

三 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1 报告期内主要经营情况 

公司 2020 年度实现营业收入 286 亿元，较上年同期下降 7%，实现利润总额 16.51 亿元，实

现净利润 13.46 亿元，其中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9.08 亿元。 

2 导致暂停上市的原因 

□适用  √不适用  

3 面临终止上市的情况和原因 

□适用  √不适用  

4 公司对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变更原因及影响的分析说明 

√适用  □不适用  

2017 年 7 月财政部发布关于修订印发《企业会计准则第 14 号—收入》的通知（财会〔）（以

下简称“新收入准则”），并要求境内上市企业自 2020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 

一、会计政策变更的主要内容 

1.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前，公司执行财政部 2006 年发布的《企业会计准则第 14 号—收入》及

http://www.360doc.com/content/17/0731/10/6936776_675533814.shtml


其相关规定，变更后，公司执行财政部 2017 年发布的新收入准则。  

2. 新收入准则将原收入准则和建造合同准则纳入统一的收入确认模型；以控制权转移替代风

险报酬转移作为收入确认时点的判断标准；对包含多重交易安排的合同的会计处理提供了更明确

的指引；对于某些特定交易（或事项）的收入确认和计量给出了明确规定。 

二、本次会计政策变更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自 2020 年 1 月 1 日起执行新收入准则。根据衔接规定，首次执行新收入准则的累积影响

仅调整首次执行新收入准则当年年初留存收益及财务报表其他相关项目金额，不调整可比期间信

息。执行新收入准则不会对公司经营成果产生重大影响，亦不会导致本公司收入确认方式发生重

大变化，不会对财务报表产生重大影响。 

5 公司对重大会计差错更正原因及影响的分析说明 

□适用  √不适用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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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适用 □不适用  

合并财务报表的合并范围以控制为基础确定，本年度变化情况参见附注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