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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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金岭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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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0060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彭玲

刘渝华

电话

0755-82839363

0755-82839363

传真

0755-83474889

0755-83474889

电子信箱

dsh@nonfemet.com.cn

dsh@nonfemet.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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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323,369,995.65

4,030,819,764.40

106.4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157,815,570.31

120,074,051.89

31.4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的净利润（元）

147,981,669.32

116,721,290.77

26.78%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244,689,988.11

55,343,113.48

342.13%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8

0.06

33.33%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8

0.06

33.33%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2.61%

2.12%

增加 0.49 个百分点

本报告期末
总资产（元）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
减

14,571,312,137.05

14,449,665,050.75

0.84%

6,170,192,233.35

5,965,836,309.68

3.43%

1

深圳市中金岭南有色金属股份有限公司 2014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2）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192,378
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广东省广晟资产经营有限公司

国家

深圳市广晟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中国银行－嘉实稳健开放式证券投资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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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73%

654,593,573

0 质押

国有法人

6.85%

141,244,532

0

其他

2.31%

47,703,809

0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长信金利趋势股票型证券
其他
投资基金

2.24%

46,169,972

0

广东广晟有色金属集团有限公司

0.99%

20,435,775

0 质押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银华深证 100 指
其他
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

0.73%

14,974,902

0

中国工商银行－融通深证 100 指数证券投资基
其他
金

0.59%

12,160,470

0

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分红－个人分红
其他
-005L-FH002 深

0.51%

10,565,896

0

中国平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万能－个险
其他
万能

0.48%

9,999,956

0

中国银行－易方达深证 100 交易型开放式指数
其他
证券投资基金

0.46%

9,477,725

0

国有法人

数量
105,000,000

20,435,775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公司第二大股东深圳市广晟投资发展有限公司和公司第五大
股东广东广晟有色金属集团有限公司均为广东省广晟资产经
营有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本公司未知其他前十名无限售条件
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规定
的一致行动人。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明（如有）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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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4 年以来，世界经济呈现恢复性平稳增长态势，铅锌市场去库存化效果明显，产品价格逐步企稳
回升。2014 年上半年，在缓慢复苏的市场形势下，公司围绕全年生产经营目标，科学组织国内外生产和营
销，灵活应对市场，全面强化预算管控，保持了生产经营的总体平稳与经济效益的稳步提升。同时，公司
于 2013 年末完成对 perilya 公司的全面协议收购，报告期公司收获并购成果，海外收益较去年同期大幅
增长。
2014 年上半年公司实现营业总收入 83.42 亿元，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净利润 1.58 亿元，较上年
同期增长 31.4%。
公司回顾总结前期披露的经营计划在报告期内的进展情况
（1）报告期公司生产情况
①报告期公司主要矿产品产量：
公司矿山企业生产铅锌精矿15.76万吨，比上年同期14.37万吨增长9.67%。
其中，国内矿山生产铅锌精矿金属量9.30万吨，比上年同期增加6.29%；硫精矿33.89万吨，精矿含银
48.37吨；国外矿山生产铅锌精矿金属量6.46万吨，比上年同期增加14.95%；精矿含银25.75吨，铜精矿含
铜4996吨，黄金金属量159公斤。
②报告期公司主要冶炼产品产量：
公司冶炼企业生产铅锌冶炼产品11.00万吨，比上年同期减少1.08%；白银20.41吨，硫酸9.18万吨。
③报告期公司其他产品产量：
公司其他工业企业生产铝门窗及幕墙工程22.22万平方米，铝型材7412吨，电池锌粉5794吨，冲孔镀
镍钢带318吨。
（2）报告期公司新增矿山资源量情况
报告期，广西矿业完成了盘龙铅锌矿采矿权标高下部详查，并于2014年7月14日取得广西壮族自治区
国土资源厅出具的《矿产资源储量评审备案证明》（桂资储备案〔2014〕37号），本次备案新增铅锌矿石
资源量4008万吨，新增铅锌金属量103.56万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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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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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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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提升深圳华加日铝业有限公司（简称“华加日”）科技创新能力、加快企业转型升级、增强其核心竞
争力，经公司第六届董事局 2013 年第五次临时会议批准，华加日与成都金和工贸有限公司于 2013 年 11
月 25 日合资成立“深圳华品轨道交通有限公司（简称’华品公司’”）”。该公司成立时注册资本 10 万元，2014
年 2 月 24 日，该公司注册资本变更为 10,000 万元，华加日认缴出资额 5,100 万元。截止 2014 年 4 月 24
日，华加日已支付 5,100 万元，相关工商登记手续已办理完毕，华加日对华品公司持股比例为 51%，本期
将其纳入合并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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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定代表人：朱伟

2014 年 8 月 2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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