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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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色股份

股票代码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000758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刘依斌

马云天

电话

010-84427227

010-84427227

传真

010-84427222

010-84427222

电子信箱

liuyibin@nfc-china.com

mayuntian@nfc-china.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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营业收入（元）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7,915,864,077.02

8,614,165,922.62

-8.1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123,820,962.93

194,702,682.03

-36.4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的净利润（元）

107,088,182.39

146,575,791.53

-26.94%

-1,304,402,061.31

-151,923,105.43

758.59%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629

0.0989

-36.40%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629

0.0989

-36.4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3.75%

4.18%

-0.43%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总资产（元）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减

21,913,687,692.96

22,808,498,409.46

-3.92%

4,804,814,044.88

4,708,194,711.27

2.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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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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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8,076
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中国有色矿业集团有限
公司

国有法人

万向资源有限公司

持股比例

持普通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件的
普通股数量

33.75%

664,613,232

166,153,306

境内非国有法人

7.14%

140,600,000

0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
责任公司

国有法人

2.65%

52,171,600

0

全国社保基金一一二组
合

其他

1.72%

33,894,312

0

全国社保基金一一一组
合

其他

0.79%

15,599,518

0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富国中证国有企
业改革指数分级证券投
资基金

其他

0.70%

13,811,322

0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嘉实新机遇灵活
配置混合型发起式证券
投资基金

其他

0.60%

11,818,682

0

阳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
公司－吉利两全保险产
品

其他

0.43%

8,559,894

0

阳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
公司－传统－普通保险
产品

其他

0.36%

6,999,898

0

阳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
公司－分红保险产品

其他

0.34%

6,781,944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公司前十名股东中，第一名股东、第二名股东与其他八名股东不存在关联方关系，
公司无法确认其他流通股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无法确认是否为《上市
公司股东持股变动信息披露管理办法》所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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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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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2016年上半年，发达经济体复苏依然低迷，新兴经济体走势分化，国内经济下行压力加大，全球外贸延续低迷格局，企
业面临生产经营形势持续严峻。今年上半年，由于海外铅锌矿山关停减产，锌产品供给缺口扩大，锌价持续上涨，但稀土价
格持续低迷。按照年初计划，公司紧密围绕“提质增效、扭亏脱困”这一中心任务，采取多项措施应对困难和挑战，各项工作
扎实推进。本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791,586.41万元，比上年同期下降8.11%；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12,382.10万元，较上年同期下降36.41%。公司四大业务板块发展格局上，国际工程承包业务盈利保持增长态势，有色金属
资源开发稳步发展，装备制造板块经营形势不容乐观，贸易板块收入有所下降。
（1）有色金属资源开发：报告期内，公司有色金属采选与冶炼收入181,205.88万元，比上年同期下降1.67%；实现毛利
33,118.06万元，比上年同期下降7.43%。2016年上半年，由于锌产品供给缺口扩大，锌价持续上涨，子公司鑫都矿业强化内
部管理，突出做好了选矿技术管理和设备管理工作，生产经营持续稳定。中色锌业精心组织生产，加强精细化管理，努力挖
潜增效，确保了各项工艺指标稳定，超额完成生产经营任务指标。但中色矿业受原矿品位急剧下降及惜售的双重影响，单位
产品采矿成本、制造费用同比上升明显，今年上半年经营情况并不乐观。珠江稀土由于稀土市场经营环境恶劣，投入产出成
本倒挂的状态持续，公司停产放假，处于亏损经营状态。报告期内，公司继续推进中色矿业和鑫都矿业的增储探矿工作，鑫
都矿业深边部探矿工作成果显著；稳步推进海外资源开发工作；进一步加大有价金属回收力度，通过综合回收减少污染、增
加收入；南方稀土项目建设有序进行中。
（2）工程承包业务：报告期内，公司国际工程承包业务持续向好，工程承包业务收入219,566.48万元，比上年同期下降
3.66%；实现毛利41,184.36万元，比上年同期上升17.11%。今年上半年，公司充分发挥在“一带一路”沿线优先布局的区位优
势，充分利用和创新多种合作方式，不断加大重点国别项目的开发和执行力度，国际工程承包业务再上新台阶,为公司提质
增效提供了强有力支持。报告期内，公司积极推进哈铜巴夏库、阿克托盖、延迟石油焦等项目进展，积极开拓海外工程承包
项目，签署了刚果金RTR项目总承包合同等。
（3）装备制造：报告期内，公司装备制造业务收入41,136.22万元，比上年同期下降8.30%；实现毛利3,055.77万元，比
上年同期下降56.58%。2016年上半年，沈冶机械新签合同额及毛利同比进一步下滑，持续处于亏损状态。中色泵业上半年
期间费用占营业收入比较去年同期大幅上升，出现亏损状况。
（4）贸易：报告期内，公司贸易业务收入346,021.07万元，比上年同期下降13.63%；实现毛利4,213.03万元，比上年同
期上升7.55%。贸易业务是近年来以公司国际工程承包和有色金属资源开发两大主营业务为基础发展的新兴业务，是对两大
主业的有益补充。通过贸易业务可以发挥公司与出资企业的整体优势，增强了原材料采购和产品销售的议价能力，有利于提
高公司的经营业绩。未来公司将积极创新原料采购和产品销售模式，开发国内外客户资源，努力克服国内外经济形势给公司
经营造成的不利影响，保持贸易业务的相对稳定。

主要财务数据同比变动情况
单位：元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同比增减

营业收入

7,915,864,077.02 8,614,165,922.62

-8.11%

营业成本

7,085,923,185.37 7,777,803,083.43

-8.90%

变动原因

销售费用

89,829,709.37

110,887,424.60

-18.99%

管理费用

260,321,866.73

254,404,197.31

2.33%

财务费用

207,574,605.94

155,858,837.81

98,642,201.52

87,745,782.25

12.42%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量净额

-1,304,402,061.31

-151,923,105.43

758.59%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量净额

94,742,009.10

82,108,738.21

15.39%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量净额

38,845,019.24

-73,916,264.06

-152.55%

本报告期取得借款额度较上年同期大幅
增加。

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
加额

-1,142,546,836.90

-157,489,996.74

625.47%

主要系本报告期内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净额较上年同期大幅减少所致。

所得税费用

主要系子公司NFC Kazakhstan所在国货
33.18% 币汇率波动产生的汇兑收益较上年同期
减少所致。

主要系本报告期内收到结算款较上年同
期大幅减少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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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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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