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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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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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华钰矿业 601020 /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孙艳春 袁莉 

电话 010-84924343 010-84924343 

办公地址 北京市朝阳区北苑大羊坊5号

院四区有色地质大厦六层 

北京市朝阳区北苑大羊坊5号

院四区有色地质大厦六层 

电子信箱 sunyc@huayumining.com yuanl@huayumining.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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762,109,359.40 4,538,015,773.36 4.9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资产 

2,209,393,623.43 2,188,039,775.05 0.98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



（1-6月） 减(%)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413,074,762.24 -30,535,076.24 1,452.79 

营业收入 1,382,044,362.14 233,941,023.57 490.7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 

21,979,950.43 39,055,881.67 -43.7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 

18,278,191.98 23,734,092.86 -22.99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

益率（%） 

1.00 1.94 减少0.94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

股） 

0.04 0.07 -42.86 

稀释每股收益（元／

股） 

0.04 0.07 -42.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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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0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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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藏道衡投资有限公司 境内非

国有法

人 

37.88 198,592,921 0 质押 198,592,921 

青海西部资源有限公司 境内非

国有法

人 

17.01 89,190,144 0 质押 89,087,445 

海通证券资管－海通证券

股份有限公司－证券行业

支持民企发展系列之海通

证券资管 1号 FOF单一资产

管理计划 

境内非

国有法

人 

5.00 26,190,572 0 质押 0 

西藏博实创业投资有限公

司 

境内非

国有法

人 

4.08 21,380,233 0 质押 10,000,000 

谭振华 未知 1.60 8,361,700 0 无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前海开源多元策略灵活配

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未知 0.39 2,040,600 0 无   

李继东 未知 0.36 1,895,200 0 无   



于爱云 未知 0.24 1,250,000 0 无   

李欣先 未知 0.23 1,215,400 0 无   

朴洪英 未知 0.23 1,210,000 0 无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未发现上述股东存在关联关系和一致行动的情况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

的说明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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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债券名称 简称 代码 发行日 到期日 债券余额 利率（%） 

西藏华钰矿

业股份有限

公司公开发

行可转换公

司债券 

华钰转债 113027 2019 年 6 月

14 日 

2025 年 6 月

13 日 

639,960,000 0.3 

反映发行人偿债能力的指标： 

√适用 □不适用  

主要指标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资产负债率 39.24   37.85   

 本报告期（1-6月） 上年同期 

EBITDA利息保障倍数 4.16   6.49   

 

关于逾期债项的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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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期内，国内经济持续下行，受中美贸易摩擦和新冠疫情的双重影响，铅、锌等有色金属

价格大幅下滑，公司紧紧围绕“提升管理、增储扩能、科技强企”的战略主题，通过实施一系列

有效措施，整体发展趋势平稳。 

一、国内经营情况 



（一）生产经营情况 

2020年 1-6月产出矿石量为 18.20万吨；选矿处理量为 17.71万吨。 

（二）固定资产投资 

2020 年 1-6 月，西藏地区固定资产实际总投资 3,348.66 万元，重点包括：扎西康矿山井巷

工程 2,877.92万元，基建工程 470.73万元。 

（三）资源增储情况 

2020 年 4 月 8 日，经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第三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

公司支付对价 50,000 万元收购贵州亚太矿业 40%股权，亚太矿业资源储量为黄金 59.14 金属吨。 

报告期内，公司继续以找矿和增加资源储量为核心，展开了自有矿山的补充勘查工作，通过

内生外延并举，在保证低成本优势的同时持续提升资源储量，提升公司内在价值。勘查重点放在

夏隆岗、则桑、桑日则和柯月四个矿区，主要以钻探工程为主进行勘查，取得了较好的勘查效果。 

二、中亚地区—塔铝金业项目 

（一）重点工程建设情况 

塔铝金业项目建设正在进行中，矿山、选矿厂、尾矿库等主体工程正在进展中，康桥奇矿山

110KV 输变电工程已完成并网，具备塔吉克斯坦电网送电条件，并取得国家电力监督局临时送电

调试运行许可证。生产设备因疫情影响大部分还未运到现场；库房、生活供水、生活供暖系统、

办公室、食堂、澡堂、宿舍建设等附属工程已完工并投入使用。由于疫情影响及临时突发的不确

定性因素，工期推迟，目前塔铝金业与塔国政府正积极沟通争取尽早投产。 

（二）重点工作完成情况 

1、已获得康桥奇矿区为期 23年的采矿证，零税率的矿权税、红利税和商业发现税，为期 25

年的土地使用证，井巷基建工程建设及辅助工程许可证，110KV工程建设许可等 21项资质。 

2、与塔吉克斯坦政府签订《投资协议》事宜谈判进展顺利，目前塔吉克斯坦国资委基本同意

投资协议中核心内容税收优惠政策，并承诺给予塔铝金业配套矿权。 

3、 51号矿体 2456中段至 2527中段保有矿石量 108万吨，其中黄金 2.48金属吨，锑 5,076

金属吨。计划采用无底柱分段崩落法，中深孔爆破，正常回采后，每天可供矿石量 800吨－1,200

吨，有力保证了选厂 5,000吨达产矿石的日处理量。 

三、非洲地区——埃塞俄比亚项目 

2019年 6月 28日，公司与提格雷埃塞俄比亚控股公司、提格雷资源私人有限公司签署了《股

权买卖协议》及《合资经营合同》，华钰矿业收购提格雷资源私人有限公司 70%的股权。提格雷资



源私人有限公司目前拥有两个采矿权证，总矿石量 228万吨，黄金 9.475金属吨。 

四、贸易平台稳步推进 

（一）上海和香港公司逐步规范，稳步运营 

2018 年华钰矿业完成上海贸易公司和香港公司设立，2019 年下半年开始正式运营，2020 年

1-6 月共实现营收 13.82 亿元。贸易平台的搭建是公司迈向国际化的重要战略举措，公司通过有

色金属贸易平台优化产业结构，延伸产业链，通过香港公司与国际资本市场接轨，为海外并购搭

建平台，进一步拓展海外矿业贸易和投融资通道。 

（二）华钰与五矿稀土进行战略合作，提升在全球锑行业的话语权 

为加强公司在锑产品领域的影响力，华钰矿业与五矿稀土集团计划成立合资公司，主营锑及

锑制品的贸易业务，双方企业优势互补，合力发展，这一举措将会大大提高公司未来在锑产品市

场的话语权和定价权。 

五、投融资与资本市场 

1、公司与中国证监会、西藏证监局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等监管机构建立沟通机制，保证业务沟

通顺畅，做好公司信披工作，提高信披质量。 

2、对公司的重大项目组织路演，与投资者进行及时、有效沟通，提高外部对公司的认可度；

定期与行业研究员开展工作交流，编写专业研究报告，剖析公司的未来投资价值。 

六、公司探转采工作取得重大进展 

报告期内，在西藏自治区政府及主管部门的支持下，柯月和查个勒采矿权证办理取得重大进

展。 

1、柯月采矿权证的办理取得重大突破 

柯月采矿权证办理工作取得重大进展，《采矿工程环境影响报告》、《建设项目用地预审》全部

批复，并于 2020 年 5 月取得西藏自治区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下发的《工程项目核准的批复》，采矿

权证办理进入最后阶段。 

2、查个勒采矿权证办理稳步推进 

查个勒采矿权办理工作取得重大进展，2020年 6月，项目取得《采矿工程环境影响报告》批

复文件。2020年 8月 6 日，查个勒铅锌矿 110千伏输变电工程开关站项目破土动工，该项目线路

全长约 74KM，项目建成后，采矿区和选矿区总装机容量可达 8,852KW，年耗电量约为 2,136 万千

瓦时。目前，公司正在积极协调西藏自治区政府及相关主管部门推进查个勒项目用地预审等工作，

加快查个勒采矿权证的办理工作。 



七、确保安全生产，推进绿色矿山建设与申报 

公司注重从源头上控制安全风险，从根本上提升矿山安全保障能力。西藏区域充分利用安全

月主题教育和开展应急救援演练系列活动，强化职工安全生产意识和自我保护意识，规范安全生

产工作，有效预防和遏制生产安全事故；塔铝金业认真贯彻落实《塔吉克斯坦共和国工业安全生

产法》及有关安全生产方针政策、法律法规，完善了安全生产方面的合法合规手续，建立健全以

主要负责人为核心的安全生产责任制，健全完善各项安全生产管理制度。全公司实现了报告期无

重大安全事故、无政府通报、政府罚款和无政府督办的上访纠纷事件目标。 

《西藏自治区绿色矿山建设管理暂行办法》和《山南市绿色矿山建设工作方案》出台后，公

司第一时间启动申报工作。扎西康绿色矿山是西藏第一批完成规划的绿色矿山。2020年 8月 7日，

扎西康铅锌多金属矿顺利通过西藏自治区 2020年度国家级绿色矿山遴选和评估。柯月矿山、查个

勒矿山均完成绿色矿山规划评审，拉屋绿色矿山建设规划已编制完成，待评审。 

八、内控管理工作与企业文化宣传 

报告期内，公司内部管理和各项业务保障平稳运行，为生产运营提供了有力支撑，各项工作

扎实推进，为公司集团化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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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