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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0688                            证券简称：国城矿业                            公告编号：2021-080 

国城矿业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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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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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城矿业 股票代码 0006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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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魏峰 李博 

办公地址 北京市丰台区南四环西路 188 号 16 区 19 号楼 19 层 北京市丰台区南四环西路 188 号 16 区 19 号楼 19 层 

电话 010-57090086 010-57090086 

电子信箱 investor@gcky0688.com libo@gcky068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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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元） 524,485,654.26 377,309,506.44 39.0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121,190,792.66 49,116,420.04 146.7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的净利润（元） 
110,028,468.62 29,918,685.84 267.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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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248,228,574.05 77,772,615.98 219.17%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106 0.0448 146.88%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106 0.0448 146.88%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4.88% 2.27% 2.61%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减 

总资产（元） 5,158,435,523.04 3,568,207,483.75 44.5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2,536,281,302.73 2,417,997,101.24 4.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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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6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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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甘肃建新实业

集团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40.99% 466,139,241  质押 431,000,000 

国城控股集团

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32.99% 375,160,511  质押 375,046,900 

君康人寿保险

股份有限公司

－万能保险产

品 

其他 3.37% 38,334,019    

重庆市涪陵国

有资产投资经

营集团有限公

司 

国有法人 0.88% 10,000,000    

香港中央结算

有限公司 
境外法人 0.31% 3,523,959 -1,780,404   

中国工商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

－南方中证申

万有色金属交

易型开放式指

数证券投资基

金 

其他 0.14% 1,588,088 -210,400   

孔武生 境内自然人 0.14% 1,556,700 141,400   

陈维焕 境内自然人 0.13% 1,498,961    

王大榜 境内自然人 0.09% 1,010,847 1,010,847   

李敏永 境内自然人 0.09% 1,000,000 1,000,0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

的说明 

上述股东中，除国城集团持有建新集团 100%股权为关联关系外，公司未能获知上述其他

股东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以及是否为一致行动人。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

明（如有） 

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中孔武生及陈维焕参与融资融券业务。其中，孔武生普通证券账户持

有公司股份 277,700 股，信用证券账户持有 1,279,000 股；陈维焕普通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

份 1 股，信用证券账户 1,498,960 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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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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债券基本信息 

债券名称 债券简称 债券代码 发行日 到期日 债券余额（万元） 利率 

国城矿业股

份有限公司

可转换公司

债券 

国城转债 127019 2020 年 07 月 15 日  2026 年 07 月 15 日  849,857,000 

第 一 年 为

0.30%，第二年

为 0.50%，第三

年为 1.00%，第

四年为 1.50%，

第 五 年 为

1.80%，第六年

为 2.00% 

（2）截至报告期末的财务指标 

单位：万元 

项目 本报告期末 上年末 

资产负债率 42.53% 32.24% 

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EBITDA 利息保障倍数 26.33 722.21 

三、重要事项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52,448.57万元，较上年同期上升 39.01%；报告期实现利润总额 14,826.10

万元，较上年同期上升 146.24%；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2,119.08 万元，较上年同期上升

146.74%。报告期内，公司累计开采各类矿石 126.28万吨，累计处理各类矿石 130.22 万吨，累计销售各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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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属精矿 24,273.68吨、硫精矿 149,593.12 吨、银精矿 16,684.89千克、硫铁粉 152,197.17吨、硫酸 73,151

吨、次铁精粉 66,364吨。 

 

 

国城矿业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吴城   

     2021 年 8 月 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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