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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石资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一 重要提示 

1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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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年度报告全

文。 

2 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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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会议。 

 

4 本半年度报告未经审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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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2017年上半年利润不分配，资本公积金不转增股本。 

二 公司基本情况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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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石资源 603505 /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戴水君 / 

电话 0571-81387094 / 

办公地址 杭州市求是路8号公元大厦南

楼2301室 

/ 

电子信箱 daisj@chinesekings.com / 

 



2.2 公司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

增减(%) 

总资产 1,061,565,108.14 977,732,963.49 8.5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资产 

683,274,977.95 468,362,454.28 45.89 

 本报告期 

（1-6月）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

减(%)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31,094,560.30 34,840,421.03 -10.75 

营业收入 165,827,904.08 137,519,561.64 20.5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 

33,864,958.39 27,922,116.67 21.2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 

28,412,403.24 21,381,054.02 32.89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

益率（%） 

6.21 6.47 减少0.26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

股） 

0.17 0.16 6.25 

稀释每股收益（元／

股） 

0.17 0.16 6.25 

 

 

2.3 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 股 

截止报告期末股东总数（户） 25,631 

截止报告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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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东性

质 

持股比

例(%) 

持股 

数量 

持有有限售

条件的股份

数量 

质押或冻结的股份

数量 

浙江金石实业有限公司 境内非

国有法

人 

50.20 120,489,480 120,489,480 无 0 

深圳金涌泉投资企业（有限

合伙） 

境内非

国有法

人 

5.94 14,250,060 14,250,060 无 0 

杭州紫石投资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 

境内非

国有法

人 

3.26 7,830,000 7,830,000 无 0 

无锡德晖宝鑫投资中心（有

限合伙） 

境内非

国有法

3.20 7,680,060 7,680,060 无 0 



人 

宋英 境内自

然人 

2.58 6,183,900 6,183,900 无 0 

金石投资有限公司 境内非

国有法

人 

2.50 5,999,940 5,999,940 无 0 

杭州永宣永铭股权投资合

伙企业（有限合伙） 

境内非

国有法

人 

2.00 4,800,060 4,800,060 无 0 

张永明 境内自

然人 

1.25 3,000,060 3,000,060 无   

广东融亨资本管理有限公

司 

境内非

国有法

人 

0.75 1,800,000 1,800,000 质押 1,800,000 

北京联创晋商股权投资中

心(有限合伙) 

境内非

国有法

人 

0.64 1,527,300 1,527,300 无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

明 

上述股东中，浙江金石实业有限公司为公司控股股东，

公司实际控制人王锦华先生在浙江金石实业有限公司占

90%股份，第五大股东宋英女士与公司实际人控制人王锦华

先生系夫妻关系。除此之外，公司未知其他股东（无限售

条件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关系。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

量的说明 

无 

 

 

 

2.4 截止报告期末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前十名优先股股东情况表 

□适用 √不适用 

2.5 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适用 √不适用 

 

2.6 未到期及逾期未兑付公司债情况 

□适用 √不适用 

 

三 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3.1 经营情况的讨论与分析 

    在“人、资源、环境和谐发展”理念的指导下， 报告期内，公司紧紧围绕“调优产品结构、

调绿生产方式、调新产业体系”开展各项经营活动，实现营业收入 165,827,904.08 元，比上年同



期增长 20.58%；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33,864,958.39 元，比上年同期增长 21.28%；其中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28,412,403.24 元，比上年同期增长 32.89%；

实现基本每股收益 0.17 元，比上年同期增长 6.25%。 

    报告期内公司业绩较为平稳，总体经营情况稳中向好；募投项目建设进展较为顺利，预计 2017

年 12 月左右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 

1.主营业务情况 

报告期内，自产产品收入12,965.03万元，贸易产品收入3,460.74万元，毛利率分别为50.33%

和7.51%。 

2. 产量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自产的主要产品产量情况如下（单位：万吨）： 

项  目 酸级萤石精粉 高品位萤石块矿 冶金级萤石精粉 小计 

2017年1-6月 6.79 1.76 0.41 8.96 

2016年1-6月 5.21 2.17 0.52 7.90 

2016年度 12.29 4.72 1.75 18.76 

报告期产量相对于上年同期增加，主要原因系大金庄矿业于2016年度下半年投产。因其处于

深山之中，天气寒冷，且受春节放假影响，报告期内，该矿于2017年3月末开工生产，2017年上半

年实际只运行3个月时间，故产量增长有限。 

3. 销量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主要产品销售情况如下(单位：万吨)： 

项  目 
自产 

小计 贸易 合计 
酸级萤石精粉 高品位萤石块矿 冶金级萤石精粉 

2017年1-6月 6.22 1.57 0.75 8.54 2.03 10.57 

2016年1-6月 6.20 2.48 0.72 9.40 2.60 12.00 

2016年度 13.56 4.96 1.31 19.83 5.10 24.93 

报告期内销售量较上年同期销售量下降，主要原因系机选高品位萤石块矿因入选原矿品位相

对较低，成品率较低，产量下降，从而导致销量下降；公司以前高品位萤石块矿系销售给中间商，

由其进一步加工后再销售给冶炼企业，报告期内，因机选产品质量稳定，故公司开始直接向冶炼

企业供货，该类客户单个合同需求量较大，为满足客户供货需求，故储备了适当库存。 

4. 销售单价及成本情况 

萤石行业因政策和环保压力，产能有所收缩，同时，下游氟化工行业回暖，对萤石需求增加，

公司报告期内酸级萤石精粉价格有所上升，2016年12月平均售价1,195元/吨(不含税,下同),2017年

第1季度1,456元/吨,2017年第2季度1,863元/吨，2017年1-6月1,701元/吨。 

高品位萤石块矿和冶金级萤石精粉系用于冶炼行业,其价格形成不同于氟化工行业，报告期出

厂价格与报告期期初相比变化相对较小。 

报告期内，酸级萤石精粉平均成本854元/吨,相对于2016年1-6月的676元/吨和2016年度的702

元/吨,均有所增加，主要原因如下： 

   （1）公司在行业内自主研发原矿预处理技术并建成投产。该项目建成后，公司可以开采低品

位萤石原矿并产生效益，该等品位萤石原矿在原有生产工艺下无法浮选或浮选后无法产生效益；

浮选之前抛去原矿中部分废石，同时生产质量更为稳定的高品位萤石块矿；提升进入球磨浮选原

料的品位，降低浮选生产成本；减轻浮选工艺尾矿处理、堆存压力及尾矿处理成本；延长矿山服

务年限，实现生产效率的提升和资源的更充分利用。正中精选预处理项目已于2016年10月投产，

大金庄预处理项目已于2017年1月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龙泉砩矿预处理项目已于2017年6月投产。

由于该等项目投产，降低了原矿工业品位，从而导致单位精粉耗用的原矿量相对较多，故单位成



本有所增加。 

   （2）报告期内，受宏观经济形势影响，浮选耗材价格相对2016年亦有所增加。 

 

 

3.2 与上一会计期间相比，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原因及其影响 

□适用 √不适用 

 

3.3 报告期内发生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更正金额、原因及其影响。 

□适用 √不适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