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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重要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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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者应当到证监会指
定媒体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文。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异议声明：无。
所有董事亲自出席了审议本次半年报的董事会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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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计划不派发现金红利，不送红股，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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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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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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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电话

010-84427227

010-84427227

电子信箱

liuyibin@nfc-china.com

mayuntian@nfc-china.com

2、主要财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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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87,728,214.30

7,915,864,077.02

27.4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174,431,992.01

123,820,962.93

40.8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的净利润（元）

165,951,487.29

107,088,182.39

54.97%

-506,429,839.01

-1,304,402,061.31

-61.18%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886

0.0629

40.86%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886

0.0629

40.86%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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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告期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上年同期
3.37%

2.57%

本报告期末
总资产（元）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上年度末

0.80%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减

23,900,081,009.88

23,909,968,726.88

-0.04%

5,214,698,527.30

5,087,620,104.23

2.50%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139,792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
优先股股东总数（如有）

0

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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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持有有限售条
件的股份数量 股份状态
数量

33.75%

664,613,232

0

境内非国有法
人

7.14%

140,600,000

0

国有法人

2.65%

52,171,600

0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嘉实新机遇
其他
灵活配置混合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0.60%

11,818,682

0

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泓德优选成
其他
长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0.44%

8,613,824

0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富国中证国
其他
有企业改革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

0.42%

8,306,416

0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证 500 交
其他
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0.27%

5,326,830

0

幸福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招福宝年金 其他

0.27%

5,323,700

0

幸福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福鑫宝 3 号
其他
年金分段

0.24%

4,687,511

0

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分红－个人
其他
分红-005L-FH002 深

0.18%

3,506,0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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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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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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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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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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在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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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土木工程建筑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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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披露2016年年度报告时，遵守固体矿产资源业的特殊行业披露要求。因固体矿产资源
业在半年报中不需要进行特殊行业披露，且公司2016年国际工程承包业务营业收入占公司经审计的营业收入30%以上，故
2017年半年报公司需遵守土木工程建筑业的特殊行业披露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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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年上半年全球经济呈现较好的复苏态势，IMF和世界银行对全球经济增速的预期都较为乐观，但各国通胀水平仍然
疲软，英国大选，美联储两次加息，中东及朝鲜半岛地缘政治风险为经济带来了许多影响。今年上半年，在以供给侧结构性
改革为核心的各项宏观政策和世界经济复苏拉动的共同作用下，中国宏观经济运行延续了2016年下半年以来企稳向好的态
势，多项经济指标都趋于改善。2017年，随着全球经济复苏，有色金属需求稳定且有所增长，而环保督查和供给侧改革导致
供给减少，供需基本面支撑促使多个有色金属品种价格持续上涨。经过三年的铺排布局，一带一路进入收获期。随着一带一
路的大力推进，海外工程承包逐渐为公司贡献业绩。本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1,008,772.82万元，比上年同期增长
27.44%；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17,443.20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40.87%。公司四大业务板块发展格局上，有色
金属资源开发有较大幅度上升，其他业务板块相对平稳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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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1,207.98万元，比上年同期上升72.29%；实现毛
利62,693.18万元，比上年同期上升94.33%。2017年上半年，随着全球经济复苏，有色金属需求稳定且有所增长，而环保督
查和供给侧改革导致供给减少，供需基本面支撑促使铅锌金属品种价格持续上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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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强选矿技术管理和设备管理工作，
生产经营保持稳定。中色锌业一方面加强与长期合作的矿山和贸易商的沟通交流，努力保证原料供应，另一方面加强市场行
情分析和研判，及时抓住锌产品价格高位的有利时机，果断做好每笔锌产品的销售业务，提升了利润空间。中色矿业充分研
究市场形势，科学制定销售策略，努力提效率，降成本，增收益，主要生产指标创历史新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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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珠江稀土贯彻落实僵尸企业处置工作精神，继续依法组织实施
职工分流安置工作，基本维护了公司的稳定以及相关工作的推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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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稳定，工程承包业务收入268,449.83万元，比上年同期上升
22.26%；实现毛利40,515.37万元，比上年同期下降1.62%。2017年是一带一路推进的关键之年，随着一带一路的大力推进，
公司海外工程承包业务有望得到进一步提升。报告期内，刚果金RTR项目正式启动，并收到首笔预付款，今年上半年，项目
进展顺利。哈萨克斯坦硫化装置项目施工步入竣工阶段，目前各分包单位在进行尾项清理工作，已完成管道锅炉清洗工作和
水联运工作，对业主培训已完成85%，为正式投料试车做准备。印度SKM竖井项目顺利完成了竖井永久井架的立体安装工程，
目前现场正在进行精通装配安装施工阶段的准备工作。哈铜阿克托盖铜矿厂项目于2017年3月3日正式竣工，项目进入质保运
行阶段。哈铜巴夏库铜矿厂项目积极推进项目收尾工作。越南老街铜冶炼项目设计工作已经基本完成并交付业主审核，设备
订货招标工作已完成50%，目前项目现场工作尚未开始，预计将于明年2月份开始现场工作。
（3）装备制造：报告期内，公司装备制造业务收入44,135.49万元，比上年同期上升7.29%；实现毛利1,764.24万元，比
上年同期下降42.27%。2017年上半年，沈冶机械亏损局面没有得到有效遏制，扭亏脱困任务艰巨。中色泵业一方面加快产
品结构调整、加大应收账款清理力度，另一方面紧盯煤化工、煤制油领域的重点项目，积极拓展海外市场，力争减少亏损额。
（4）贸易：报告期内，公司贸易业务收入410,351.91万元，比上年同期上升12.73%；实现毛利1,780.61万元，比上年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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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下降64.87%。贸易业务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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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上半年，公司贸易业务的工作重点是努力实现向“贴近主业、贴近市场”的转型。重点是做好“贴近主业”
的工作，服务好公司主业，围绕主业拓展贸易业务。努力形成主业与贸易互相促进，推动发展的局面，逐步形成中色股份的
贸易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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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变动原因

营业收入

10,087,728,214.30

7,915,864,077.02

27.44% 主要系报告期有色金属及工程承包板块
营业收入较上年同期大幅增加导致。

营业成本

8,990,233,698.42

7,085,923,185.37

26.87% 主要系报告期有色金属及工程承包板块
营业成本大幅增加导致。

销售费用

91,269,176.45

89,829,709.37

1.60%

管理费用

266,594,231.97

260,321,866.73

2.41%

财务费用

234,613,074.77

207,574,605.94

13.03%

所得税费用

145,666,584.06

98,642,201.52

47.67%

主要系本报告期锌价大幅高于上年同期
导致盈利增加所致。

-506,429,839.01

-1,304,402,061.31

-61.18%

主要系报告期承包工程业务项下回款增
加所致。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30,549,084.15

94,742,009.10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592,168,287.66

38,845,019.24

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

219,504,392.03

-1,142,546,836.90

主要系母公司及子公司红烨投资取得的
联营企业分回股利增加所致、子公司中
37.79%
色哈萨克及中色锌业等基建项目支出减
少所致。
1,424.44% 主要系报告期内借款额度增加所致。
-119.21%

主营业务构成情况
单位：元
营业收入

营业成本

毛利率

营业收入比上 营业成本比上 毛利率比上年
年同期增减
年同期增减
同期增减

分行业
承包工程

2,684,492,153.85

2,279,343,052.05

15.09%

22.33%

27.78%

-3.62%

有色金属

2,795,604,158.27

2,175,742,501.98

22.17%

72.78%

66.97%

2.70%

贸易

4,099,751,431.56

4,083,870,284.37

0.39%

12.66%

13.78%

-0.98%

承包工程

2,684,492,153.85

2,279,343,052.05

15.09%

22.33%

27.78%

-3.62%

铅锌精矿

359,689,816.18

123,340,732.44

65.71%

59.73%

23.15%

10.19%

锌锭及锌合金

2,970,911,409.86

2,600,459,994.16

12.47%

11.77%

6.01%

4.75%

其他有色金属产品

3,538,323,864.67

3,512,522,296.50

0.73%

49.60%

51.06%

-0.96%

境内

5,862,766,744.80

5,322,246,426.64

9.22%

3.56%

1.57%

1.77%

境外

4,157,838,945.12

3,637,594,120.04

12.51%

88.89%

100.24%

-4.96%

分产品

分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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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1）与上一会计期间财务报告相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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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上一会计期间财务报告相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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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