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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0923                           证券简称：河钢资源                           公告编号：2021-47 

河钢资源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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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下列董事外，其他董事亲自出席了审议本次半年报的董事会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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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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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河钢资源 股票代码 000923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赵青松 郑增炎 

办公地址 河北省石家庄市体育南大街 385 号  河北省石家庄市体育南大街 385 号 

电话 0311-66500923 0311-66500923 

电子信箱 xgdsb@sina.com xgdsb@sina.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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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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11,620,213.88 2,623,509,420.86 2,623,509,420.86 60.5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1,033,716,190.63 275,879,059.43 275,879,059.43 274.7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元） 
1,033,809,816.21 275,835,409.45 275,835,409.45 274.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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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1,932,030,390.41 734,914,468.25 734,914,468.25 162.89%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1.5837 0.423 0.423 274.40%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1.5838 0.423 0.423 274.42%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3.01% 4.05% 4.05% 8.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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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261,331,861.26 13,428,301,059.25 13,428,301,059.25 13.6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8,467,632,877.19 7,424,882,165.10 7,424,882,165.10 14.04% 

会计政策变更的原因及会计差错更正的情况 

财政部 2018 年 12 月 7 日发布了修订后的 《企业会计准则第 21 号—租赁》（财会[2018]35 号）（以下简称“新租赁准则”），

本公司 2021 年 1 月 1 日起执行新租赁准则。根据新租赁准则的相关规定，本公司对于首次执行本准则的累积影响数，调

整首次执行本准则当年年初留存收益及财务报表其他相关项目金额，不调整可比期间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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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2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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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记或冻结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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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68% 50,104,839  质押 50,102,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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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3% 26,967,7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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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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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1% 13,753,245    

河北国控资

本管理有限

公司 

国有法人 2.09% 13,672,200  质押 5,800,000 

余斌 境内自然人 1.84% 12,021,536    

香港中央结

算有限公司 
其他 1.49% 9,731,7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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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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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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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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半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存续的债券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三、重要事项 

    本报告期，公司主营业务未发生变化，主要从事业务为铜、铁矿石和蛭石的开采、加工、销售等业务，上市公司母公司

为控股型公司，不从事采矿生产业务。 

    矿业行业是典型的强周期性行业，受宏观经济影响明显，与宏观经济相关度较高。在经历了2020年新冠疫情带来的产量大

幅下降后，铁矿石需求在上半年表现较为强劲，铁矿石价格大幅上涨，普氏指数涨幅36.50%，普指年内最高233.10美金/干

吨，创历史新高。 

    本报告期，主要利润仍来自于磁铁矿产品销售，公司生产基地位于南非，在疫情第二波及第三波反弹形势下，经济持续低

迷，治安形势趋于恶化，社会问题频出，基础设施维护滞后。公司持续开展生产流程优化，从安全环保、工艺控制、设备管

理、生产协调、物流发运等各环节着手，以降本增效、精细管理等措施为载体，持续提升生产运营各环节的运行水平和运行

效率，实现了生产系统的安全、稳定、高效运行。南非铁矿石运营团队，在落实疫情防控措施的同时，按照公司制定的任务

目标，细化每日、每周和每月的生产经营目标，并与维修保障团队紧密配合，有效提高设备运行效率，在严峻的运营环境下，

克服疫情、热带风暴、暴乱等不利因素，通过积极协调铁路运力，启动公路运输等手段，保证了公司生产经营有序正常。报

告期内公司铁矿石产量完成440.6万吨，销售高低品铁矿石合计356.3万吨，为公司业绩大幅提升提供了有力支撑！ 

    铜板块因采矿属于井下密闭空间作业，作业受南非政府疫情管控等级限制，无法保证施工队伍正常下井作业。公司结合

疫情防控等级积极制定动态方案，在防控等级较低时，加大井下作业力度，金属铜产量稳步提升，已恢复盈利能力，报告期

内矿石开采量完成294.8万吨，销售金属铜产品1.2万吨。 

    蛭石产销量稳定，报告期内蛭石产量完成7万吨，销售8.34万吨，持续稳定为公司创造利润｡ 

    下半年，公司将有序组织公司员工接种新冠疫苗，持续抓好公司疫情防控，在确保生产经营安全的前提下，提升磁铁矿、

铜、蛭石的产量，全力做好物流发运和销售工作，努力完成全年经营目标。同时，公司将按照战略发展规划，进一步推动子

公司分红并继续寻找符合自身特点的矿产资源项目、充分利用资本市场机会，扩大公司产业发展规模，增强公司的持续盈利

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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