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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重要提示 

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季度报告内容的真

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

连带的法律责任。 

除下列董事外，其他董事亲自出席了审议本次季报的董事会会议 

未亲自出席董事姓

名 

未亲自出席董事职

务 

未亲自出席会议原

因 

被委托人姓名 

黄笃学  董事 因工作原因 于根茂 

张志亭 董事 因工作原因 胡志魁 

公司负责人刘键、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胡志魁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

人员)于超声明：保证季度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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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公司基本情况 

一、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追溯调整或重述原因 

会计政策变更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

期增减 

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后 

营业收入（元） 1,952,670,677.02 1,499,568,769.76 1,499,568,769.76 30.2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446,238,049.01 152,756,919.25 152,756,919.25 192.1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的净利润（元） 
446,240,062.47 152,748,679.85 152,748,679.85 192.14%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780,968,031.20 191,613,753.07 191,613,753.07 307.57%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6836 0.2340 0.2340 192.14%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6836 0.2340 0.2340 192.14%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5.88% 2.29% 2.29% 3.59%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

度末增减 

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后 

总资产（元） 14,243,567,389.95 
10,977,193,488.1

1 

13,428,301,059.2

5 
6.0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7,747,683,621.33 6,151,782,793.66 7,424,882,165.10 4.35% 

会计政策变更的原因及会计差错更正的情况 

2018 年 12 月 7 日，国家财政部发布了《关于修订印发<企业会计准则第 21 号——租赁>的通知》（财会〔2018〕35 号，以

下简称“新租赁准则”），通知要求在境内外同时上市的企业以及在境外上市并采用国际财务报告准则或企业会计准则编制财

务报表的企业，自 2019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其他执行企业会计准则的企业自 2021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
公司根据上述通知

要求及新租赁准则规定，对原采用的相关会计政策进行相应变更。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项目 年初至报告期期末金额 说明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2,684.62  

减：所得税影响额 -67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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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计 -2,013.46 -- 

对公司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 1 号——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界定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以及把《公

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 1 号——非经常性损益》中列举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的项目，应

说明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将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 1 号——非经常性损益》定义、列举的非经常性损益

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的项目的情形。 

二、报告期末股东总数及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1、普通股股东总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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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5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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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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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河钢集团有限公

司 
国有法人 23.81% 155,410,632    

河北宣工机械发

展有限责任公司 
国有法人 10.78% 70,369,667    

天津物产进出口

贸易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9.50% 62,034,139  质押 62,032,000 

林丽娜 境内自然人 5.03% 32,842,878  
质押 32,842,878 

冻结 32,842,878 

中国长城资产管

理股份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4.99% 32,570,078    

长天（辽宁）实

业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3.80% 24,827,607 24,827,607 质押 24,827,607 

余斌 境内自然人 2.84% 18,548,767    

北信瑞丰基金－

宁波银行－北信

瑞丰点石 3 号资

产管理计划 

其他 2.80% 18,253,245    

河北国控资本管

理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2.54% 16,611,100  质押 5,800,000 

国泰君安证券资

管－宁波银行－
其他 1.43% 9,359,9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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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泰君安君享宣

工集合资产管理

计划 

前 10 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股份数量 
股份种类 

股份种类 数量 

河钢集团有限公司 155,410,632 人民币普通股 155,410,632 

河北宣工机械发展有限责任公司 70,369,667 人民币普通股 70,369,667 

天津物产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 62,034,139 人民币普通股 62,034,139 

林丽娜 32,842,878 人民币普通股 32,842,878 

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32,570,078 人民币普通股 32,570,078 

余斌 18,548,767 人民币普通股 18,548,767 

北信瑞丰基金－宁波银行－北信

瑞丰点石 3 号资产管理计划 
18,253,245 人民币普通股 18,253,245 

河北国控资本管理有限公司 16,611,100 人民币普通股 16,611,100 

国泰君安证券资管－宁波银行－

国泰君安君享宣工集合资产管理

计划 

9,359,912 人民币普通股 9,359,912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9,213,105 人民币普通股 9,213,105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

说明 

上述股东中，河钢集团与宣工发展存在关联关系，为一致行动人，公司未知其他股东是

否存在关联关系，是否属于一致行动人。 

前 10 名股东参与融资融券业务情

况说明（如有） 
无 

公司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前 10 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在报告期内是否进行约定购回交易 

□ 是 √ 否  

公司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前 10 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在报告期内未进行约定购回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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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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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重要事项 

一、报告期主要财务数据、财务指标发生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1、在建工程较年初增加3.81%，主要是增加对铜二期工程的投入；                                                                        

2、其他非流动金融资产较年初增加7.78%，主要原因是投资收益再投资 

3、应交税费较年初增加362.02%，主要原因是因盈利提高导致应缴企业所得税费用增加； 

4、销售费用较上年同期减少52.47%，主要原因是铁矿石销量规模及会计政策调整； 

5、财务费用较上年同期减少77.51%，主要原因是美元兑兰特汇率下降； 

6、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较上年同期增加307.57%，主要原因是铁矿石价格上升，致使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入增

加； 

7、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较上年同期减少63.77%，主要原因是铜二期资本支出较上年同期下降。 

 

 

二、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股份回购的实施进展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采用集中竞价方式减持回购股份的实施进展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三、公司实际控制人、股东、关联方、收购人以及公司等承诺相关方在报告期内超期未履行

完毕的承诺事项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公司实际控制人、股东、关联方、收购人以及公司等承诺相关方在报告期内超期未履行完毕的承诺事项。 

四、金融资产投资 

1、证券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证券投资。 

2、衍生品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衍生品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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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进展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2021年4月27日，经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因受新冠疫情影响，井下铜二期在建工程进展缓慢，且原

负责铜二期项目巷道掘进工作的澳大利亚分包商在疫情期间倒闭，公司境外子公司PMC公司需另行聘用巷道掘进工作分包

商。截至目前，南非疫情形势仍未发生根本性改变，虽然目前南非的疫情防控等级已经下调为一级，但是由于铜二期井下施

工属于密闭空间作业，按照南非政府疫情防控要求，境外技术团队入境受阻，施工人数有所限制。综合考虑以上影响，在铜

二期项目实施主体、募集资金投资用途及投资规模均不发生变更的前提下，将其建设完成日期自2021年12月延长至2023年9

月。详见公司于同日披露的《河钢资源关于非公开募投项目延期的公告》。 

六、对 2021 年 1-6 月经营业绩的预计 

预测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期末的累计净利润可能为亏损或者与上年同期相比发生大幅度变动的警示及原因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七、日常经营重大合同 

□ 适用 √ 不适用  

八、委托理财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委托理财。 

九、违规对外担保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违规对外担保情况。 

十、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对上市公司的非经营性占用资金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对上市公司的非经营性占用资金。 

十一、报告期内接待调研、沟通、采访等活动登记表 

√ 适用 □ 不适用  

接待时间 接待地点 接待方式 接待对象类型 接待对象 

谈论的主要内

容及提供的资

料 

调研的基本情况索引 

2021 年 02月 08

日 
公司 电话沟通 机构 

浙商研究所马

金龙、杨华，泉

汇中倪泽伦，东

目前公司铜板

块生产经营情

况、磁铁矿产品

详见公司 2021 年 2 月

8日投资者关系活动记

录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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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基金俞佳莹，

沣京资本李正

强、高波，富安

达李飞，荷和投

资盛建平，南方

基金任婧，盘京

投资刘荣，长安

基金何增华 

的产能和销售

模式、公司铁矿

石成本构成、公

司是否会考虑

实施股票期权

等股权激励方

式。公司未提供

相关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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