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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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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ww.sse.com.cn 网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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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准确性、完
整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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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安达会计师事务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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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经利安达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母公司2021年实现净利润601,689,582.68元
，根据《公司章程》规定本年度计提法定公积金（盈余公积）60,168,958.27元，2021年母公司可
供分配的利润541,520,624.41元，截至2021年12月31日母公司累计未分配利润3,352,142,838.32
元，提议公司按2021年末股本788,933,815股减库存股19,728,044股后的769,205,771股为基数，
每10股派9元现金红利（含税）
，共派现金692,285,193.90元（含税）。派送现金红利后母公司累计
剩余未分配利润为2,659,857,644.42元，结转2022年度。公司本年度不实施转增股本。该利润分
配预案待2021年年度股东大会通过后实施。

第二节 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简介
股票种类
A股

公司股票简况
股票上市交易所
股票简称
上海证券交易所 *ST广珠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姓名
办公地址
电话
电子信箱

董事会秘书
李杏
广东省兴宁市官汕路99号
0753-3327282
gdmzh@gdmzh.com

股票代码
600382

变更前股票简称
广东明珠
证券事务代表

张媚
广东省兴宁市官汕路99号
0753-3327282
gdmzh@gdmzh.com

2.报告期公司主要业务简介
2021 年重大资产重组完成后，大顶矿业经营性资产包（以下简称“大顶铁矿”
）注入公司，
公司主营业务变更为铁矿石采选、铁矿粉的生产销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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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铁矿石价格行业周期及行业竞争格局
铁矿生产处于钢铁产业链的前端，受下游钢铁行业影响较大，而钢铁行业与宏观政策、经济
周期密切相关。因此，铁矿石生产行业具有一定的周期性。2021 年 11 月以来，发改委批复多个
基建项目，同时，河北、广东、山东等多地重大项目密集开工，随着宏观经济高景气发展，房地
产建设投资、工业化建设投资、公共工程件黑色投资将持续增长，带动我国对铁矿石和钢铁的需
求稳步增长，有利于铁矿石行业高速、高质量发展。
国内铁矿石企业主要分为钢铁集团下属的铁矿石企业和独立的铁矿石企业（含综合性矿业企
业下属铁矿石生产主体）
。钢铁集团下属的铁矿石企业生产的铁矿石产品一般主要满足集团内部炼
铁所需，很少对外销售；独立的铁矿石企业则主要是向钢铁企业供应铁矿石产品。由于我国铁矿
石分布不均，国内独立铁矿石企业较为分散，且有一定销售区域半径限制，铁矿石价格透明，单
个企业市场占有率非常有限，各铁矿石企业之间基本不构成直接竞争。
2. 铁矿石行业发展状况
目前，在全球矿产资源中，铁矿石储量达 1,800 亿吨，其他如铜、锌等矿产资源储量仅有 8
亿吨和 3 亿吨，丰富的铁矿石储量直接决定了铁矿石是战略地位仅次于原油的大宗原材料商品。
铁矿石是生产钢铁重要的原材料，而钢铁是 5G 基站、城际轨道交通、特高压等新基建工程的主要
原材料之一。随着工业 4.0 的浪潮席卷全球，大数据、工业互联等新基础建设工程已成为各国未
来发展的重要方向之一。铁矿石作为钢铁行业的直接上游，将为全球从工业化时代迈向信息化时
代奠定设施基础，未来全球对铁矿石的需求将呈现持续增长趋势。
疫情控制稳定后，我国经济仍然保持着稳步增长的势头，2021 年我国 GDP 同比增长 8.1%，生
产总值约 114.37 万亿元。同时，国外受疫情影响，制造业开工率不及预期，制造业订单转向中国
生产，我国的工业制造业呈现高景气发展态势。我国制造业的蓬勃发展带动了大宗商品等原材料
需求的快速增长，作为重要的战略性大宗商品，我国下游企业对于钢铁的整体需求相应提升，带
动我国铁矿石行业发展。
根据铁矿石矿床赋存状态不同，铁矿石开采方式可分为露天开采和地下开采。露天开采技术
稳定、成熟，成本较低，而地下开采技术则相对复杂。随着我国工业技术水平的提高，以及矿产
行业的飞速发展，采矿工艺技术随之快速进步，我国目前采矿方法及工艺技术已处于世界领先水
平。
近几年，国家及地方相继颁布了一系列政策支持性文件，鼓励有能力的企业去开发铁矿石资
源。我国颁布的一系列政策包括工信部等六部门颁布的《关于加快建设绿色矿山的实施意见》、国
家发改委制定发布的《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工信部发布的《钢铁工业调整升级规划》以及
2021 年党中央提出的“能耗双控”行动。在“十四五”规划中，我国政府进一步提出完善能源消
费总量和强度双控制度，重点控制化石能源消费。国家的产业政策及发展规划旨在鼓励企业提高
生产经营效率，减少能耗消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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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源地区砂石骨料生产企业主要分布在龙川、和平、紫金地区，生产线布置比较集中，企业
性质主要为私营，客户为河源周边商混站。河源市政府决定从 2018 年起，在全市范围内开展为期
三年的打击河道非法采砂专项执法行动，遏制河湖区域特别是万绿湖水域及东江干流部分河段非
法偷采河砂行为抬头态势，全面清理拆解河湖区域特别是万绿湖水域及东江干流部分河段沿岸非
法堆砂场、无证采砂设备及“三无”采砂船，对禁而不止的非法采砂河段做到零容忍、重打击。
另外 2019 年 4 月 16 日，江西赣州市人民政府发布《关于赣江赣州段全线禁止河道采砂的通告》
，
要求从 2019 年 5 月 1 日起赣江赣州全线停止采砂，赣州地区河砂供应能力或受挫，其影响力或将
扩散至包括广东等在内的部分地区。
随着大量的石场关闭、河砂开采的限制与打击非法采砂力度的加大，再加上该区域内即将开
展的大广高铁、双龙高铁、韶龙铁路等基础设施的建设，精品机制砂的需求将会逐渐增长，机制
砂取代河砂将成为必然的趋势，为铁矿石行业企业充分利用矿山废弃石料等生产石子、机制砂提
供机会，砂石生产将成为企业新的利润增长点。
3. 报告期内公司从事的业务情况
公司拥有的大顶铁矿是国内少有的优质矿山，依据备案资料，大顶铁矿资源储量的平均品位
为 40.76%，远高于国内铁矿石的平均品位。同时，大顶铁矿的原矿石具有低硫、低硅、低磷的特
点，对于钢铁加工环节而言，含硫高在高温加工时易脆裂，含磷高在低温环境下可塑性与韧性则
显著降低，含硅高则会影响加工用料配比实现酸碱平衡，增加生产成本。
大顶铁矿属于露天磁铁矿，开采时只需剥离表面土层即可采掘，开采成本较低。大顶铁矿原
矿石开采方式均为露天开采，露天矿山开采可使用高效率大型机械设备，提高矿山的生产能力，
同时具有采矿成本低、安全性高的优点，有利于降低矿石开采损失率，降低公司的原矿石开采成
本，因此毛利率相对于地下开采方式较高。大顶铁矿位于广东省河源市，所生产的矿产品主要供
应给周边钢厂，铁路、公路交通十分便利，运输成本相对较低，区位优势显著。
根据广东省矿产资源储量评审中心出具的《广东省连平县大顶矿区矿山头矿段铁矿资源储量
核实报告》矿产资源储量评审意见书（粤资储评审字[2022]17 号）和广东省自然资源厅同意本次
储量予以评审备案的复函，本次核实大顶铁矿新增建筑石料合计 16,495.96x104m³，根据相关天
然块体密度折算约 44,008.10 万吨。
《广东省连平县大顶矿区矿山头矿段铁矿资源储量核实报告》
可作为公司之全资子公司明珠矿业变更矿种的地质依据。

3.公司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1.1 近 3 年的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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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2020年

2021年
总资产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
产
营业收入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
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
额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5,389,065,437.70
4,141,732,975.01

调整后
8,442,523,993.98
5,768,342,833.63

调整前
8,098,349,540.07
6,313,933,021.50

1,743,365,379.54
926,688,087.73

1,606,555,616.65
850,093,200.88

163,690,689.33

本年比上年
增减(%)

2019年

-36.17
-28.20

调整后
7,790,485,747.18
6,000,413,839.33

调整前
7,788,548,910.82
6,000,413,839.33

538,753,778.81
351,617,448.32

8.52
9.01

1,114,619,939.86
299,938,513.81

1,186,105,451.13
371,003,912.38

335,043,886.41

335,043,886.51

-51.14

252,121,618.26

373,628,125.07

842,366,841.08

755,094,340.67

215,390,457.71

11.56

393,405,597.42

393,405,597.42

19.58

14.95

5.71

增加4.63
5.21
6.40
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1.19
1.08
0.45
10.19
0.38
0.47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1.19
1.08
0.45
10.19
0.38
0.47
注：上表主要会计数据 2019 年“调整前”为前期会计差错更正及追溯调整前已披露定期报告的数据，“调整后”为前期会计差错更正及追溯调整后的数
据。2020 年“调整前”为同一控制企业合并大顶矿业经营性资产包调整前数据，“调整后”为同一控制企业合并大顶矿业经营性资产包调整后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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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报告期分季度的主要会计数据
同一控制企业合并调整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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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79,961,677.20

483,773,578.73

474,967,786.82

304,662,336.7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310,695,127.04

249,255,712.84

247,731,309.37

119,005,938.4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
性损益后的净利润

130,653,983.80

57,480,967.49

76,616,141.10

-101,060,403.06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6,830,980.49

701,897,460.67

311,614,489.01

-144,314,128.11

同一控制企业合并调整前：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调整前

第一季度

第二季度

第三季度

（1-3 月份）

（4-6 月份）

（7-9 月份）

营业收入

72,527,795.99

64,732,368.34

59,003,717.2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81,526,623.82

389,787.48

30,643,488.1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后的净利润

83,087,128.14

826,239.33

30,783,612.04

-242,253,976.17

84,330,090.31

31,547,417.83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季度数据与已披露定期报告数据差异说明
√适用 □不适用
季度数据与已披露定期报告数据差异主要是因为同一控制下的企业合并置入大顶矿业经营性
资产包所致。
4.股东情况
1.3 报告期末及年报披露前一个月末的普通股股东总数、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和持有特
别表决权股份的股东总数及前 10 名股东情况
单位: 股
截至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25,648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末的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22,078

截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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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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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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记或冻结情
况
股份
状态

数量

股东
性质

深圳市金信安投资有
限公司

10,500,000

204,194,341

25.88

0

无

0

境内非国有
法人

兴宁市金顺安投资有
限公司

0

107,717,420

13.65

0

质押

60,000,000

境内非国有
法人

兴宁市众益福投资有
限公司

0

57,419,608

7.28

0

无

0

境内非国有
法人

黄启联

5,077,324

5,077,324

0.64

0

无

0

境内自然人

罗永鸿

4,409,391

4,409,391

0.56

0

无

0

境内自然人

王辉

2,936,715

3,691,792

0.47

0

无

0

境内自然人

张利红

3,429,672

3,429,672

0.43

0

无

0

境内自然人

景宝泉

2,360,471

3,084,871

0.39

0

无

0

境内自然人

朱晓明

2,429,789

2,429,789

0.31

0

无

0

境内自然人

2,383,274

0.30

0

无

0

境内自然人

陶红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
的说明

1、深圳市金信安投资有限公司、兴宁市金顺安投资有限公司、兴宁市众益
福投资有限公司属于《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中规定的一致行动人。2、
深圳市金信安投资有限公司、兴宁市金顺安投资有限公司、兴宁市众益福
投资有限公司与上述其他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公司未知其他无限售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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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未知其
他无限售条件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
无。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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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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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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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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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节 重要事项
1.公司应当根据重要性原则，披露报告期内公司经营情况的重大变化，以及报告期内发生的对公
司经营情况有重大影响和预计未来会有重大影响的事项。
同一控制企业合并后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1,743,365,379.54 元，同比增加 8.52%；实
现营业利润 1,461,813,216.14 元，同比增加 4.58%；实现利润总额 1,451,071,802.92 元，同比
增加 4.66%；实现净利润 1,087,680,162.18 元，同比增加 6.55%；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
利润 926,688,087.73 元，同比增加 9.01%。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163,690,689.33 元，同
比减少 51.14%，主要是因为上年同期公司一级土地开发项目实现拍卖土地收益 2.32 亿元，而本
报告期无拍卖土地收益。
2.公司年度报告披露后存在退市风险警示或终止上市情形的，应当披露导致退市风险警示或终止
上市情形的原因。
√适用 □不适用
华兴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公司 2020 年度财务报告出具了无法表示意见的审计报
告。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22 年 1 月修订）第 9.3.2 条第（三）项的规定，
公司股票自 2021 年 5 月 6 日起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处理。公司积极推动 2020 年度审计报告
无法表示意见所涉及事项的整改，公司于 2022 年 4 月 20 日召开了第十届董事会 2022 年第七次临
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2020 年度审计报告无法表示意见涉及事项影响已消除的议案》，并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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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利安达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 2020 年度无法表示意见审计报告涉及事项的消除进
行了专项审核，并出具了《关于广东明珠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度审计报告无法表示意见涉及
事项影响已消除的专项说明审核报告》
（利安达专字【2022】第 2099 号）。公司董事会认为，2020
年度审计报告中无法表示意见所涉及事项影响已消除。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公告临 2022-05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