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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重要提示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投资者欲了解详细内容，应当仔细阅读同时刊载于
巨潮资讯网或深圳证券交易所网站等中国证监会指定网站上的半年度报告全文。
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铜陵有色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股票代码

000630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吴和平

何燕

电话

0562-5860159

0562-2825029、5860148

传真

0562-2825082

0562-2825082

电子信箱

tlyswhp@126.com

tlyshy@126.com

2、主要财务数据及股东变化
（1）主要财务数据
公司是否因会计政策变更及会计差错更正等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本报告期
调整前
营业收入（元）

本报告期比
上年同期
增减

上年同期
调整后

调整后

46,110,328,138.22 40,529,130,541.68 40,996,502,007.10

12.4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元）

263,887,917.41

223,465,178.71

194,359,260.87

35.7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元）

271,838,372.24

162,231,330.97

162,231,330.97

67.56%

4,126,187,961.70

473,876,934.67

468,619,675.37

780.50%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7

0.07

0.06

16.67%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7

0.07

0.06

16.67%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77%

2.00%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元）

1.49% 上升 0.28 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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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分点
本报告期末
比上年度末
增减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
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后

总资产（元）

51,335,832,901.19 46,927,186,993.99 46,927,186,993.99

9.3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元）

14,992,803,613.82 14,828,140,856.93 14,828,140,856.93

1.11%

（2）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136,449
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铜陵有色金属集团控股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质押或冻结情
持有有限售
况
持股比
持普通股数量 条件的普通
例
股份
股数量
数量
状态
39.55% 1,512,305,806

0

东海基金－工商银行－东海基金
境内非国有法人
－鑫龙 73 号资产管理计划

4.51%

172,489,082

172,489,082

长安基金－广发银行－长安长泰
境内非国有法人
定增 1 号资产管理计划

4.38%

167,685,588

167,685,588

国信证券－平安银行－国信金信
境内非国有法人
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4.18%

159,781,650

159,781,650

长信基金－宁波银行－长信基金
境内非国有法人
－定增 1 号资产管理计划

4.04%

154,585,152

154,585,152

财通基金－光大银行－陕国投信
托－陕国投•盛唐 37 号定向投资 境内非国有法人
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2.65%

101,528,384

101,528,384

英大基金－华夏银行－五矿信托
－金牛 13 号定向增发集合资金信 境内非国有法人
托计划

2.64%

100,872,654

100,872,654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长信金利趋
境内非国有法人
势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1.02%

39,061,996

0

财通基金－光大银行－富春 105
境内非国有法人
号资产管理计划

0.57%

21,834,060

21,834,060

长信基金－宁波银行－国金证券
境内非国有法人
股份有限公司

0.57%

21,768,558

21,768,558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前 10 名股东中，东海基金－工商银行－东海基金－鑫
龙 73 号资产管理计划、长安基金－广发银行－长安长
泰定增 1 号资产管理计划、国信证券－平安银行－国
信金信集合资产管理计划、长信基金－宁波银行－长
信基金－定增 1 号资产管理计划、财通基金－光大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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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陕国投信托－陕国投•盛唐 37 号定向投资集合资
金信托计划、英大基金－华夏银行－五矿信托－金牛
13 号定向增发集合资金信托计划、财通基金－光大银
行－富春 105 号资产管理计划、长信基金－宁波银行
－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等 8 名机构投资者通过非公
开发行方式参与发行，股份限售期 12 月，自 2014 年 10
月 16 至 2015 年 10 月 16 日。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明（如有）

无

（3）前 10 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4）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控股股东报告期内变更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控股股东未发生变更。
实际控制人报告期内变更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更。
3、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本公司属于有色类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行业生产企业，主营业务为从事铜、铁、硫金矿
采选，铜、金、银、稀有贵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硫酸、电子产品生产、铜加工产品等。
2015年上半年，世界经济处于深度调整之中，欧美等国经济保持弱复苏态势，国内经济
进入新常态后，下行压力加大，受美元指数升值及中国需求放缓影响，以铜为代表的大宗商
品出现较大幅度下跌，公司其他主产品金、银价格也出现一定幅度下跌，但硫酸价格上涨、
加工费维持高位、国内外铜价差由负转正等较多增利因素，使公司整体经营业绩保持平稳增
长。报告期内，公司在董事会的带领下，充分发挥自身全产业链和区域的优势，挖潜降耗，
精细化管理，实现了产品产量同比增长，经营效益同比增长。法人治理与规范化运作得到加
强，各项工作有力有序推进。
本报告期内，主产品产量完成情况：与上年同期相比，自产铜精矿含铜量完成23,573吨，
同比增长3.70%；阴极铜完成66.32万吨，同比增长6.18%；硫酸完成201.60万吨，同比增长
4.94%；黄金完成6701千克，同比增长6.97%；白银完成196.30吨，同比降低5.12%；铁精矿完
成23.50万吨，同比降低6.71%；硫铁矿产量同比增长6.64%；金精矿含金同比增长16.63%；铜

3

铜陵有色金属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5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材完成139,895吨，同比增长60.03%。
经营业绩情况，实现营业收入461.10亿元，同比增长12.47%，利润总额3.99亿元，归属
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2.64亿元，同比增长35.77%。
4、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1）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
（2）报告期内发生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
（3）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
（4）董事会、监事会对会计师事务所本报告期“非标准审计报告”的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铜陵有色金属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董事长签署：
杨军
二O一五年八月二十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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