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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有色金属建设股份有限公司 2016 年年度报告摘要 

一、重要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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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者应当到证监会指定媒

体仔细阅读年度报告全文。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异议声明 

无 

全体董事均亲自出席了审议本次年报的董事会会议 

非标准审计意见提示 

□ 适用 √ 不适用  

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普通股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 适用 □ 不适用  

是否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 是 √ 否  

公司经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的普通股利润分配预案为：以 1,969,378,424 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0.20 元

（含税），送红股 0 股（含税），不以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优先股利润分配预案 

□ 适用 □ 不适用  

二、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中色股份 股票代码 000758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刘依斌 马云天 

办公地址 
北京市朝阳区安定路 10 号中国有色大厦

南楼 15 层 

北京市朝阳区安定路10号中国有色大厦南

楼 15 层 

传真 010-84427222 010-84427222 

电话 010-84427227 010-84427227 

电子信箱 liuyibin@nfc-china.com mayuntian@nfc-china.com 

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一）主要业务情况 

公司主营业务包括有色金属采选与冶炼、国际工程承包、装备制造和贸易。公司是国内最早从事国际工程承包的企业

之一，以有色金属行业的国际工程承包业务为主。经过三十多年的发展，公司逐步由单一的国际工程承包商发展成为以有色

金属采选与冶炼、国际工程承包等为主营业务的国际有色金属综合型企业。对有色金属采选与冶炼、国际工程承包、装备制

造和贸易的整合是公司完善有色金属产业链的战略部署，旨在通过上下游产业之间的相互渗透、延伸与合作，增强公司市场

竞争力和抗风险能力。 

1、主要产品及用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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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主要产品和服务的用途及应用领域如下表所示： 

业务类型 主要产品及服务 主要应用领域 

有色金属采选与冶炼 铅精矿、锌精矿 铅锌金属的冶炼 

锌锭 镀锌板、化工等领域 

稀土氧化物 稀土金属、合金、润滑剂、催化剂、新材料等 

国际工程承包 国际工程总承包 有色金属采选与冶炼、钢铁、化工等领域国际工程 

装备制造 制铝设备、冶金设备、通用设备及大型隔膜泵 有色金属、冶金、化工等领域 

贸易 有色金属贸易 铅锌铝等有色金属、稀土氧化物等 

（二）公司所处行业情况分析 

1、公司所处行业 

根据中国证监会颁布的《上市公司行业分类指引》（2012年修订），公司所属行业为：采掘业（行业代码：B）-有色金

属矿采选业（行业代码：B09）。 

2、公司所处行业发展阶段及市场地位 

（1）有色金属采选与冶炼 

2016年，有色金属相关行业迎来明显复苏，有色金属价格整体触底回升，全年锌价涨幅高达57%，铅价涨幅34%，稀土

价格全年走势平淡，低位震荡。 

目前我公司主营锌金属的矿业采选和冶炼业务、稀土资源开发和分离业务及其他品种有色金属资源的开发等。我公司锌

产业与同行业公司相比竞争力主要体现在资源品位中等偏上；精矿自给率较高；公司海外资源开发能力较强；成本控制能力

较强。不足之处主要表现在矿产资源储量相对不足，资源保有年限较短。我公司稀土业务竞争力主要体现在稀土分离工艺技

术先进；稀土分离厂所在地稀土储量丰富。但是对标稀土行业其他公司，我公司在稀土产业链的纵深方向有待挖掘。 

（2）国际工程承包 

公司自成立以来，始终坚持“走出去”的发展战略，以国际工程承包带动技术设备的出口。随着“一带一路”战略实施，发

展中国家积极承接产业和资本转移，使得国际工程承包迎来新的发展机遇。2016年，公司“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工程承包业务

成果丰硕，成功签约越南老街铜冶炼厂项目和印度锌渣处理项目，哈萨克斯坦阿克托盖铜选厂项目、哈萨克斯坦石化厂硫化

装置项目顺利执行。 

相比国内工程承包领域的公司，我公司目前的优势在于品牌、商务开发能力和国际业务经验，而且产品线较长，包括矿

山、选矿厂和冶炼厂，提高了抗风险能力。 

（3）装备制造 

中国装备制造业在中低端制造领域，由于劳动力成本、财务成本及其他生产资料成本的攀升，制造业红利被削弱，且东

南亚等国已经开始复制中国的模式，以更低的制造业成本与中国竞争，使得中国中低端制造业处于恶性竞争环境下。在高端

制造领域，中国还未来得及转型，欧美已经开始重振制造业，掀起了制造业变革，冲击着中国制造业原有的发展路径。但受

益于“一带一路”战略的实施，制造板块将迎来重要的战略机遇期。 

公司装备制造板块以控股子公司沈冶机械和中色泵业的业务为主，沈冶机械的竞争力主要体现在：历史悠久，经验丰富；

技术水平较高；初步具备了提供整套选矿系统的能力；拥有专业完备的油膜轴承设计体系等。沈冶机械劣势在于：资本实力

不足；生产成本较高；国际市场有待拓展。中色泵业主要提供大功率大流量的隔膜泵，以低于国外厂商的价格占领了国内的

高端隔膜泵市场，但其产品单一，未能占据泵类其他市场及国外市场。 

（4）贸易 

由于我国有色金属交易长期以来处于有色金属采选与冶炼厂家主导的卖方市场，而且有色金属贸易领域的进入门槛低，

导致我国有色金属贸易企业数量众多。此外，有色金属产品种类繁多、价格变动频繁等特点决定了有色金属贸易一般通过数

量庞大的贸易商群体来完成，贸易商之间的交易十分活跃，有色金属贸易行业接近完全竞争行业。公司进行铅、锌、铝、稀

土等有色金属产品贸易，主要目的是为公司主业服务。 

     3、公司矿产勘探活动和资源储量 

     自2010年开始，公司积极开展白矿和敖包锌矿的深部和周边找矿工作，累计新增矿石量约2,140万吨，锌金属约137万

吨，铅金属约31.6万吨。其中敖包锌矿新增矿石量约465万吨，锌金属49.8万吨，伴生铅2万吨、银132吨。白矿新增矿石量

约1,675万吨，锌金属87.2万吨，铅金属29.6万吨。2016年，白矿勘探支出约886万元人民币。 

截至2016年12月31日，公司拥有蒙古图木尔廷—敖包锌矿和赤峰白银诺尔铅锌矿2宗采矿权和17宗探矿权，公司控制的

铅锌金属储量约198万吨，铝土矿资源量约1.3亿吨。 

（1）蒙古图木尔廷—敖包锌矿 

经核实估算，截至2016年12月31日，敖包锌矿采矿权全区总计保有矿石量约664.6万吨，锌金属70.8万吨，平均含锌

10.65%，其中：露采区储量（探明+控制的）为矿石量335.8万吨，锌金属量39.8万吨，锌平均品位11.86%；露采区外的资源

量为矿石量328.8万吨，锌金属31万吨，伴生铅2万吨、银132吨，平均品位锌9.4%、铅0.72%、银40.3克/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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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赤峰白音诺尔铅锌矿 

经核实估算，截至2016年12月31日，白矿保有铅锌矿石量约1,784万吨，铅金属量31.6万吨，锌金属量95.8万吨，铅平

均品位1.77%，锌平均品位5.37%。 

 

 

3、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1）近三年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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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位：人民币元 

 2016 年 
2015 年 

本年比上年增

减 
2014 年 

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后 调整前 调整后 

营业收入 19,114,357,558.53 19,606,880,109.71 19,606,880,109.71 -2.51% 18,223,800,494.72 18,223,800,494.7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296,013,323.15 375,145,949.11 360,429,572.02 -17.87% 265,623,525.56 321,986,372.9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262,060,145.64 320,278,512.67 305,562,135.58 -14.24% 203,229,898.09 259,592,745.44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286,328,104.87 1,429,645,023.10 1,429,645,023.10 -259.92% 565,720,947.59 565,720,947.59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503 0.1905 0.1830 -17.87% 0.1349 0.1635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503 0.1905 0.1830 -17.87% 0.1349 0.1635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6.02% 8.09% 7.69% -1.67% 6.01% 7.24% 

 2016 年末 
2015 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

末增减 
2014 年末 

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后 调整前 调整后 

总资产 23,909,968,726.88 22,808,498,409.46 22,850,144,879.72 4.64% 19,284,250,197.92 19,340,613,045.2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5,087,620,104.23 4,708,194,711.27 4,749,841,181.53 7.11% 4,559,368,885.61 4,615,731,732.96 

会计政策变更的原因及会计差错更正的情况 

因联营子公司调整其 2016 年财务报告期初数据，我公司也需相应调整本公司的 2016 年财务报告期初数据，分别调增 2015

年末长期股权投资 41,646,470.26 元，调增盈余公积 4,164,647.03 元，调增未分配利润 37,481,823.23 元，调减 2015 年度投资

收益 14,716,377.09 元，调增 2015 年年初未分配利润 50,726,562.61 元。 

（2）分季度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人民币元 

 第一季度 第二季度 第三季度 第四季度 

营业收入 3,295,363,316.06 4,419,554,086.44 4,636,768,050.08 6,762,672,105.9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65,028,266.47 76,169,374.18 62,700,165.98  92,115,516.5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58,778,091.33 64,090,322.12 57,190,903.31  82,000,828.88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572,611,689.69 -359,072,846.14 -573,562,773.25 -781,080,795.79 

上述财务指标或其加总数是否与公司已披露季度报告、半年度报告相关财务指标存在重大差异 

□ 是 √ 否  

4、股本及股东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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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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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期末普通

股股东总数 
134,423 

年度报告披露日

前一个月末普通

股股东总数 

129,211 

报告期末表决权

恢复的优先股股

东总数 

0 

年度报告披

露日前一个

月末表决权

恢复的优先

股股东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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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中国有色矿业集团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33.75% 664,613,232 0   

万向资源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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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财富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其他 0.79% 15,495,381 0   

吴宏伟 境内自然人 0.60% 11,892,2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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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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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55% 10,776,022 0   

全国社保基金一零五组合 其他 0.42% 8,288,100 0   

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泓德优选成长混合型证券

投资基金 

其他 0.39% 7,767,593 0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博时精选混合型证券投资

基金 

其他 0.36% 7,000,000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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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东吴宏伟通过中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票

11,892,282 股。 

（2）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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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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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以方框图形式披露公司与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 

 

5、公司债券情况 

公司是否存在公开发行并在证券交易所上市，且在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未到期或到期未能全额兑付的公司债券 

否 

三、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1、报告期经营情况简介 

公司是否需要遵守特殊行业的披露要求 

是 

固体矿产资源业 

公司需遵守《深圳证券交易所行业信息披露指引第 2 号——上市公司从事固体矿产资源相关业务》的披露要求 

2016年全球经济增长不及预期，英国脱欧、特朗普当选、意大利修宪公投被否等黑天鹅事件不时冲击着全球经济。中国

经济在基建、地产、汽车等行业支撑下扛住了周期性和结构性下行压力，经济运行大体平稳，呈现出“L”型走势。2016年，

有色金属价格整体触底回升，尤其是铅锌价格大幅上涨，但稀土价格全年走势平淡，低位震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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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1,436.76万元，比上年同期下降2.51%；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29,601.33万元，较上年同期下降17.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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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5,981.45万元，比上年同期上升17.24%；实现毛

利83,103.47万元，比上年同期上升61.04%。2016年，随着海外大型铅锌矿山关停减产，铅锌产品供给缺口扩大，铅锌价格

大幅上涨，公司借助于有色金属价格上涨的有利外部环境，矿山和冶炼企业提质增效工作取得了良好成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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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色锌业推进精细化管理，通过准确预判、

把握市场走势，狠抓人力资源改革，狠抓原辅材料采购管理，多措并举实现了历史最好盈利水平。中色矿业组织开展了“主

体单位提质增效活动”，铅锌金属产品成本显著降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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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稀土分

离企业处境非常艰难，珠江稀土处于停产放假、亏损经营状态，目前已制定并实施了部分人员安置方案。南方稀土项目建设

正在有序推进。 

（2）工程承包业务：报告期内，公司国际工程承包业务保持稳定，工程承包业务收入602,649.19万元，比上年同期下

降0.13%；实现毛利97,586.63万元，比上年同期上升4.17%。2016年，随着“一带一路”战略实施，发展中国家积极承接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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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和资本转移，使得国际工程承包迎来新的发展机遇。公司“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工程承包业务成果丰硕，成功签约越南老

街铜冶炼厂项目和印度锌渣处理项目，哈萨克斯坦阿克托盖铜选厂项目、哈萨克斯坦石化厂硫化装置项目等顺利执行。 

（3）装备制造：报告期内，公司装备制造业务收入83,516.76万元，比上年同期上升6.71%；实现毛利1,826.81万元，

比上年同期下降72.05%。2016年，受产能过剩和市场需求不振的影响，装备制造企业仍面临着生产经营成本高、销售不畅、

资金周转压力大、融资难等问题。2016年，沈冶机械毛利同比进一步下滑，持续处于亏损状态，中色泵业也出现亏损状况。

2017年，沈冶机械要精简组织机构，重置收入分配体制；要建立以市场为导向、以客户为中心的业务流程；要严格质量体系

管理；要堵住出血点。中色泵业一方面要积极培育新的增长点，通过开发隔膜泵产品新的应用领域，创造出新的消费需求，

另一方面要降成本、补短板、优化产品质量，提高全要素生产率。 

（4）贸易：报告期内，公司贸易业务收入841,885.61万元，比上年同期下降11.44%；实现毛利6,138.02万元，比上年同

期下降54.9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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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公司将在保证贸易业务健康可持续发展的基础上，提升贸易业务的质量，做到贴近主业、贴近

市场，围绕公司工程承包这一主业开发新模式、开拓新品种，创造新机会，逐步形成具有中色股份特点的贸易业务模式。 

 

2、报告期内主营业务是否存在重大变化 

□ 是 √ 否  

3、占公司主营业务收入或主营业务利润 10%以上的产品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产品名称 营业收入 营业利润 毛利率 
营业收入比上年

同期增减 

营业利润比上年

同期增减 

毛利率比上年同

期增减 

承包工程 6,025,154,217.25 5,050,533,470.39 16.18% -0.13% -0.92% 0.67% 

铅锌精矿 549,477,245.16  273,429,488.28  50.24% 27.09% -17.58% 26.97% 

锌锭及锌合金  5,449,532,212.45   4,905,151,868.77  9.99% -8.94% -11.86% 2.99% 

其他有色金属产品 6,027,778,514.72  5,984,639,217.13  0.72% -0.73% -0.25% -0.48% 

4、是否存在需要特别关注的经营季节性或周期性特征 

□ 是 √ 否  

5、报告期内营业收入、营业成本、归属于上市公司普通股股东的净利润总额或者构成较前一报告期发生

重大变化的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6、面临暂停上市和终止上市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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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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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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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联营子公司调整其 2016 年财务报告期初数据，我公司也需相应调整本公司的 2016 年财务报告期初数据，分别调增

2015 年末长期股权投资 41,646,470.26 元，调增盈余公积 4,164,647.03 元，调增未分配利润 37,481,823.23 元，调减 2015 年度

投资收益 14,716,377.09 元，调增 2015 年年初未分配利润 50,726,562.61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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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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