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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重要提示

本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年度报告全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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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强新 独立董事 工作原因 姜青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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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兴业矿业 股票代码 0004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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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孙凯 尚佳楠

办公地址 内蒙古赤峰市新城区玉龙大街76号兴业大厦 内蒙古赤峰市新城区玉龙大街76号兴业大厦

传真 0476－8833383 0476－8833383

电话 0476－8833387 0476－8833387

电子信箱 sunkai5611@vip.sina.com shangjianan@sina.cn

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报告期内，公司的主营业务、主要产品以及经营模式均未发生重大变化。

1、公司主营业务及主要业绩驱动因素

公司的主营业务为有色金属及贵金属采选与冶炼。上市公司自身为控股型公司，不从事采矿生产业务。截至

报告期末，公司下属11家子公司，可分为四大板块，分别为采掘板块、冶炼板块、投资板块、贸易板块。 子公司兴业

投资主要从事股权投资管理业务；子公司兴业贸易主要从事有色金属矿产品销售及采购部分原材料业务；子公

司双源有色主营业务为铅冶炼、贵金属回收和销售（双源有色目前处于关停状态）；其他子公司的主营业务均为

有色金属采选和销售。

公司主要业绩来源于有色金属采选，报告期有色金属采选业务收入占2020年度营业收入的99.01%，而影响采

选板块业绩的主要因素包括主要产品的产销量、市场价格以及有色金属采选业务的成本。

2、主要产品、用途及工艺流程

报告期内，公司的主要产品有铅、锌、银、锡、铜、铁等有色金属，同时还根据所开采矿石的伴生金属情况生产

铋和钨等金属。

（1）主要产品用途

1）锌精矿和锌金属的用途

锌精矿直接用于锌金属的冶炼。世界上锌的全部消费中大约有一半用于镀锌，约 10%用于黄铜和青铜，不到

10%用于锌基合金，约7.5%用于化学制品。 通过在熔融金属槽中热浸镀需要保护的材料和制品，锌可用于防蚀。

此外，压铸是锌的另一个重要应用领域，它用于汽车、建筑、部分电气设备、家用电器、玩具等的零部件生产。 锌也

常和铝制成合金，以获得强度高、延展性好的铸件。

2）铅精矿和铅金属的用途

铅精矿直接用于铅金属冶炼，铅主要用于制造铅蓄电池。 铅合金可用于铸铅字，做焊锡；铅还用来制造放射

性辐射、 X�射线的防护设备。铅被用作建筑材料，用在乙酸铅电池中，用作枪弹和炮弹，焊锡、奖杯和一些合金中

也含铅。

3）银精矿和银金属的用途

白银作为催化剂、导电触电材料以及抗微生物剂等，被广泛应用在电子、可再生能源以及医疗卫生等工业主

要增长领域。 近年来，随着对白银健康属性的广泛认证，其已出现在工业和消费者市场的主流新兴产品中。 例如

医药领域中用银磺胺嘧啶浸染过的医用绷带对烧烫伤有比较好的护理作用，已经在市场普及，地方药店都可以

买到这类产品。 在家居环境中，随着白银抗菌性的作用正逐步被应用，需求也将有所增长。

4）锡精矿和锡金属的用途

锡的物理、 化学特性决定了其广泛用途。 锡是银白色金属， 熔点232摄氏度， 沸点 2,270� 摄氏度， 密度

7.29g/cm3，质软，有良好延展性，能与大多数金属形成合金，锡及其合金有比较好的油膜滞留能力。锡化学性质稳

定，耐弱酸弱碱腐蚀，常温时与空气几乎不起作用，而通过化学反应，可以生成特性相差比较大的各种化合物。 锡

无毒，是国际公认的“绿色金属” 。 基于上述特性，锡广泛应用于冶金、电子、包装、电器、化工、建材、机械、汽车、

航天、军工等行业，其中主要应用于焊料（主要是电子焊料）、镀锡板（即“马口铁” ）和锡化工，其中焊料的使用

量占全部锡消费量的50%以上。

5）铜精矿和铜金属的用途

铜被广泛地应用于电气、轻工、机械制造、建筑工业、国防工业等领域，在我国有色金属材料的消费中仅次于

铝。 铜在电气、电子工业中应用最广、用量最大，占总消费量一半以上。 用于各种电缆和导线，电机和变压器的这

种，开关以及印刷线路板在机械和运输车辆制造中，用于制造工业阀门和配件、仪表、滑动轴承、模具、热交换器

和泵等。 在化学工业中广泛应用于制造真空器、蒸馏锅、酿造锅等。 在国防工业中用以制造子弹、炮弹、枪炮零件

等。 在建筑工业中，用做各种管道、管道配件、装饰器件等。

6）铁矿石和铁金属的用途

铁矿石最大的用途是炼钢。 钢铁的用途十分广泛，主要包括建筑工程、机械、轻工、汽车、煤炭、船舶、集装箱、

石油、铁道装备与建设等方面。 钢在国民经济中占极其重要的地位，是社会发展的重要支柱产业，人们常把钢、钢

材产量、品种、质量作为衡量一个国家工业、农业、国防和科学技术发展水平的重要标志。

7）钨精矿和钨金属的用途

钨是国民经济和现代国防不可替代的基础材料和战略资源，用钨制造的硬质合金具有超高硬度和优异的耐

磨性，用于制造各种切削工具、刀具、钻具和耐磨零部件，被誉为“工业的牙齿” ，硬质合金广泛应用于军工、航天

航空、机械加工、冶金、石油钻井、矿山工具、电子通讯、建筑等领域，钨丝是照明、电子等行业的关键材料。

8）铋精矿和铋金属的用途

氧化铋作为新型功能材料，在电容器、显象管、避雷器、压敏电阻、磁性材料、特种玻璃、高档陶瓷、烟花、铋系

阻燃剂等行业应用广泛。 金属铋目前主要用于制造易熔合金，用于消防装置、自动喷水器、锅炉、电器保险丝的安

全塞。在消防和电气工业上，用作自动灭火系统。铋作为可安全使用的“绿色金属” ，在医药行业和超导材料上的

消费正呈迅速增长的势头。

（2）主要产品工艺流程

1）开采流程

公司的原矿石开采主要采用地下开采方式，在井下通过穿孔、爆破等作业流程将矿石崩落，并通过转运设备

将矿石从井下提升运输至地表选矿厂进行选别，废石主要用于井下充填和地表基础设施建设。

生产流程图如下：

另外，子公司银漫矿业目前采用地下开采方式，斜坡道开拓，无轨运输设备进行运输，总的通风网络为进风

井及主斜坡道进风，东、西回风井、措施斜坡道回风，通风方式为抽出式，采矿方法主要采用分段空场嗣后充填采

矿法和上向水平分层充填采矿法。

2）选矿流程

公司选矿环节的生产流程如下：

①破碎：开采出的原矿石采用多段闭路的破碎筛分流程或单段开路破碎流程，经鄂式破碎机和圆锥破碎机

破碎，初步将矿石处理为较小的块状。

②磨矿：破碎达到粒度标准的矿石采用多段闭路流程，经格子型球磨机和溢流型球磨机等设备，借助于介质

(钢球、钢棒、砾石)和矿石本身的冲击和磨剥作用，使矿石的粒度进一步变小，直至研磨成粉末状。 磨矿使组成矿

石的有用矿物达到最大限度的解离，以提供粒度上符合下一选矿工序要求的物料。

③浮选：向磨矿后的矿浆加入各种浮选药剂并搅拌调和，使其与矿物颗粒作用，扩大不同矿物颗粒间的可浮

性差别。将调好的矿浆送入浮选槽，搅拌充气。矿浆中的矿粒与气泡接触、碰撞，可浮性好的矿粒选择性地粘附于

气泡并被携带上升，根据不同矿物的不同浮力特性可将铅、锌矿物分离出来，再脱水、干燥成精矿产品。

④磁选：将浮选后的矿浆导入磁选机进行磁选，对矿浆加磁力及其他机械力，根据不同磁性矿物运动路径的

不同，过多轮循环筛选、过滤及脱水工序得到铁精矿产品。

⑤重选：浮选选别出硫化物矿物后，利用重选设备（如摇床、离心机、螺旋溜槽、毛毡溜槽等）依据矿石比重

差异大、粒度不同的特性将浮选尾矿中比重较大、粒度较大矿物（如、锡、钨等）与脉石分离开来，获得大比重精

矿产品。

⑥尾矿处理：采用先进技术和工艺对尾矿进行最大程度的综合回收利用，减少尾矿排放数量，如井下充填、

有价金属综合回收。 公司排放的尾矿中仅含有少量选矿药剂，不存在污染。

公司采选业务的简要工艺流程图如下所示：

公司各子公司通过不断优化采选流程，对各种金属均达到了较高的回收率，在行业中处于领先水平。 子公司

银漫矿业有两个选矿系统，分别是铜锡系统和铅锌系统，铜锡系统选矿工艺流程较为复杂。 根据工艺矿物学研究

和大量的试验研究，现场最终确定铜锡系统采用“优先选铜（银）一浮锌硫一选锡” 的技术路线。 硫化矿的选别，

采用“铜（银）优先浮选一锌硫混选一锌硫分离” 工艺，获得银铜、锌、硫三种精矿。锡石选别，采用“粗粒级重选、

细粒级〈浮－重〉联合、尾矿再选” 流程，获得锡精矿和锡次精矿。

银漫矿业铜锡系列工艺流程图如下所示：

3、主要经营模式

公司拥有的矿产品种多为伴生矿，如铅、锌、银、铜、锡、镍、铁等，并附含铟、镉、锑等稀贵金属，目前主要以精

粉或混合精粉等产品销售为主。 同时，公司顺应行业的发展趋势，在上海成立了兴业矿业（上海）国际贸易有限

责任公司，围绕公司的采、选等终端产品销售或原材料采购开展有色金属贸易业务，有利于增强公司价格发现和

产品保值等方面的能力。 截至目前，公司已经形成了有色金属资源勘查、储备、开发、采掘、冶炼以及有色金属贸

易等一系列较为完整的产业链条，使公司的抗风险能力和发展潜力进一步得到加强。 公司的采购模式及矿产品

生产与销售模式如下：

（1）采购模式：公司及各矿业子公司在物资采购时均采用计划采购模式。 采购方式包括招标采购、询比价采

购、框架协议采购。 公司及子公司针对采购计划的制定、采购的实施、采购验收与结算等各个环节均设定了严格

的监督与审批流程，并由相关部门或机构对采购进行统计与分析、物资信息库管理以及采购业务的评估，从而规

范采购管理工作，提高采购管理水平，降低采购成本并确保物资供应的质量。

（2）生产模式：公司产品主要原材料为自产原矿石，各矿山按既定生产流水线组织生产。 矿山采选业务主要

分为采矿和选矿两个作业环节，采矿作业生产出选矿所需的原矿，选矿作业最终生产出满足冶炼或其他工业加

工要求的精矿。 各矿山每年均制定年度经营计划，包括采掘技术计划和选矿生产作业计划等，其中，采掘技术计

划依据地质报告、初步设计及三级矿量保有情况等进行编制；选矿生产作业计划依据采掘技术计划、历年生产技

术指标完成情况等进行编制。 各企业均按照所制定的年度生产计划组织生产工作，同时公司在生产实践中不断

优化工艺流程，加强生产组织，提升技术装备水平，结合产品销售市场随时调整各项技术指标，以达到提质降本

增效的目的。

（3）销售模式：公司产品销售采用以产定销，全产全销的销售方式综合衡量产品的市场需求动态；通过谈判

议价、点价等不同计价方式确定销售价格，提高产品售价，降低市场价格波动带来的风险；货款回收主要是款到

发货和货到付款等销售策略将产品销售长期合作的冶炼企业及相关有色金属贸易企业。

4、公司所属行业的发展阶段、周期性特点及行业地位情况

有色金属是国民经济、人民日常生活及国防工业、科学技术发展必不可少的基础材料和重要的战略物资。 总

体来看,近年来我国有色金属行业发展迅速，行业规模迅速扩大,�产能增长过快，但因为需求增长有限，所以整个

行业目前处于发展的滞涨期。 目前，我国有色金属行业的原材料对外依存度较高，有色金属的市场价格受国内和

国际市场的综合影响，所以呈现出较大的波动性。

公司主营业务为有色金属及贵金属采选与冶炼，拥有二十多年的行业经验和得天独厚的地域条件，储备了

雄厚的矿产资源，生产能力及采选技术科技含量在同规模矿山企业中均处于领先地位。 子公司银漫矿业以铅锌

银矿和铜锡银锌矿蕴藏为主，含银量较高、矿产品位较高，剩余服务年限较长，为国内最大的单体银矿，亦为国内

最大的白银生产矿山。 资产的优化，管理的规范，使得公司在同行业领域的竞争能力不断的提高。

3、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1）近三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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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位：元

2020年 2019年 本年比上年增减 2018年

营业收入 940,212,541.04 873,661,361.57 7.62% 2,439,000,199.9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83,859,290.18 102,219,413.43 -279.87% -170,635,150.6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

性损益的净利润

-120,401,175.73 -81,449,994.26 -47.82% -166,194,240.52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417,397,335.11 442,606,007.69 -5.70% 1,147,552,702.96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001 0.0556 -280.04% -0.0918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001 0.0556 -280.04% -0.0918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3.50% 1.92% -5.42% -3.22%

2020年末 2019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减 2018年末

总资产 9,315,338,588.60 9,269,385,280.99 0.50% 8,933,497,776.0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5,150,681,438.32 5,369,239,276.80 -4.07% 5,121,018,467.96

（2）分季度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元

第一季度 第二季度 第三季度 第四季度

营业收入 32,779,993.12 203,093,588.48 364,698,441.56 339,640,517.8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79,345,327.99 -104,508,439.14 62,850,375.56 -62,855,898.6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

性损益的净利润

-69,396,046.05 -48,948,469.12 35,700,575.23 -37,757,235.79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98,422,388.85 96,225,161.20 248,816,361.03 170,778,201.73

上述财务指标或其加总数是否与公司已披露季度报告、半年度报告相关财务指标存在重大差异

□ 是 √ 否

4、股本及股东情况

（1）普通股股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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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741

年度报告披露日

前一个月末普通

股股东总数

40,524

报告期末表决权

恢复的优先股股

东总数

0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

一个月末表决权恢

复的优先股股东总

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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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蒙古兴业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30.27% 556,075,350 191,875,264

质押 555,000,086

冻结 556,075,350

甘肃西北矿业集团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7.94% 145,823,042 0

质押 145,823,042

冻结 145,823,042

赤峰富龙公用（集团）有限

责任公司

国有法人 7.52% 138,184,794 0 质押 40,000,000

吉祥 境内自然人 3.63% 66,623,003 66,223,003 质押 66,223,003

吉伟 境内自然人 3.60% 66,223,003 66,223,003 质押 66,223,003

李献来 境内自然人 2.74% 50,393,449 0 质押 23,340,670

吉喆 境内自然人 1.62% 29,798,597 29,798,597 质押 29,798,597

宁波梅山保税港区东芷投资

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人 1.04% 19,179,445 0

北信瑞丰基金－民生银行－

四川信托－辰星2号证券投

资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其他 1.02% 18,721,082 0

李佩 境内自然人 0.76% 13,939,257 0 质押 13,930,0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自然人股东吉祥与公司控股股东兴业集团的实际控制人吉兴业系父子关系，自然人

股东吉伟与公司控股股东兴业集团的实际控制人吉兴业系父女关系。自然人股东吉

喆与公司控股股东兴业集团的实际控制人吉兴业系叔侄关系。自然人股东李献来与

自然人股东李佩系父女关系。公司控股股东内蒙古兴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与甘肃西

北矿业集团有限公司及赤峰富龙公用（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也不属于《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中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明（如有）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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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3）以方框图形式披露公司与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

5、公司债券情况

公司是否存在公开发行并在证券交易所上市，且在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未到期或到期未能全额兑付的公司

债券

否

三、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1、报告期经营情况简介

公司需遵守《深圳证券交易所行业信息披露指引第2号一一上市公司从事固体矿产资源相关业务》的披露

要求

2020年，国际政治经济环境依然严峻复杂，世界经济低迷不振，中美经贸摩擦影响继续显现，加之年初疫情

的影响，复苏进程迟缓。 中国经济逆势前行，成为全球唯一实现正增长的主要经济体。 国内经济快速复苏带动了

有色金属行业，支撑了有色金属市场的稳定运行和国内矿山的平稳发展。

（一）总体经营情况概述

2020年初，新冠疫情爆发，面对严峻的疫情防控形势，公司迅速成立疫情防控小组，组织下属公司积极配合

各级政府和相关部门，全力做好矿山内部、周边区域的防控工作。 公司上下同心，共战疫情，保证了公司安全生产

的稳步运行。

本报告期，受新冠肺炎疫情及银漫矿业“2·23” 安全事故等因素影响，公司主要生产子公司开工率不足，未

能实现满负荷生产，导致公司经营业绩下降。 2020年度，公司实现营业收入94,021.25万元，比上年同期增长7.62%，

利润总额-20,010.00万元，比上年同期减少248.20%，归属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18,385.93万元，比上年同期减少

279.87%。

（二）各子公司经营情况

公司全资子公司银漫矿业自发生2·23事故后一直处于停产停业状态。 报告期内，银漫矿业整改通过了专家

组的验收，领回了由自治区应急厅暂扣的《安全生产许可证》，且实现了全面复工复产。 子公司乾金达矿业经过7

年的投资与建设，于2020年11月正式投产转车。 子公司融冠矿业和锡林矿业在做好疫情防控工作的基础上，积极

组织春节后的复工工作，生产经营状态平稳。 子公司荣邦矿业于2020年3月实现正式投产。 子公司锐能矿业仍处

于在建阶段，预计于2021年底完工。 子公司唐河时代矿业根据公司统一的战略部署，处于暂缓建设状态。 子公司

双源有色处于关停状态。 子公司兴业国贸与兴业基金在报告期内未开展业务。

2、报告期内主营业务是否存在重大变化

□ 是 √ 否

3、占公司主营业务收入或主营业务利润10%以上的产品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产品名称 营业收入 营业利润 毛利率

营业收入比上年

同期增减

营业利润比上年

同期增减

毛利率比上年同

期增减

锌精粉 384,001,086.86 194,922,706.66 49.24% -16.58% -12.21% -2.53%

铁精粉 254,892,440.94 133,367,370.01 47.68% 41.08% 43.85% -1.01%

含铜银精粉 123,184,489.15 61,847,035.15 49.79% 182.70% 100.31% 20.65%

4、是否存在需要特别关注的经营季节性或周期性特征

□ 是 √ 否

5、报告期内营业收入、营业成本、归属于上市公司普通股股东的净利润总额或者构成较前一报告期发生重

大变化的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利润表项目 本期金额（元） 上期金额（元） 变动幅度

营业收入 940,212,541.04 873,661,361.57 7.62%

营业成本 481,187,234.36 446,989,287.61 7.65%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183,859,290.18 102,219,413.43 -279.87%

（1）营业收入、营业成本同比增加的主要原因是报告期公司子公司银漫矿业恢复生产，产品产销量同比增

加所致。

（2）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同比增加的主要原因是由于处置股权产生的投资收益同比减少（2019年

度，公司将持有的全资子公司陈巴尔虎旗天通矿业有限责任公司51%股权、赤峰富生矿业有限公司100%� 股权及

巴林右旗巨源矿业有限责任公司100%股权转让给林西县益新矿业有限责任公司，股权转让交易产生归属于上市

公司股东的净利润23,088.91万元）、坏账准备计提同比增加所致。

6、面临退市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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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年7月5日，财政部修订发布的《企业会计准则第14号一一收入》（财会[2017]22号，以下简称“新收入准

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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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1月1日起施行；其他境内上市企业，自2020年1月1日起施行。

公司在编制2020年度财务报表时，执行了相关会计准则，并按照相关规定进行了处理。 根据准则的规定，公

司仅对在首次执行日尚未完成的合同的累积影响数调整2020年年初留存收益以及财务报表其他相关项目金额，

比较财务报表不做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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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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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报告期无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

内蒙古兴业矿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一年四月三十日

证券代码：000426� � � �证券简称：兴业矿业 公告编号：2021-30

内蒙古兴业矿业股份有限公司

第九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 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

内蒙古兴业矿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本公司” ）第九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通知于2021年4月

18日以专人送达、电子邮件等方式发出，会议于2021年4月28日上午九时在公司总部十楼会议室以现场会议方式

召开。 会议应到董事9人，实到董事8人（独立董事李强新由于工作原因未能出席会议，书面授权委托独立董事姜

青梅代行表决）；会议的召集、召开、表决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决议合法有效。 会议表决通过了

如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2020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本议案需提交公司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独立董事向董事会递交了《2020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并将在公司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上述职。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同日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披露的《兴业矿业：2020年度董事会工作报

告》及《兴业矿业：2020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

二、审议通过《2020年度总经理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三、审议通过《2020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本议案需提交公司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四、审议通过《2020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经天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公司2020年度合并报表净利润-183,867,401.48元，归属于母公

司股东净利润为-183,859,290.18元， 母公司2020年度实现净利润18,275,065.97元， 提取法定盈余公积1,827,506.60�

元，提取法定盈余公积后剩余利润16,447,559.37元，加年初未分配利润 220,836,733.32元，2020年度可供股东分配

的利润为237,284,292.69元。

2020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综合考虑公司的发展现状和公司生产经营的资金需求情况，根据《公司法》、《公

司章程》等有关规定，公司拟定 2020年度不进行利润分配。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本议案需提交公司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五、审议通过《2020年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同日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披露的《兴业矿业：2020年年度报告》以及

《兴业矿业：2020年年度报告摘要》（公告编号：2021-32）。

本议案需提交公司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六、审议通过《2021年第一季度报告全文及正文》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同日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披露的《兴业矿业：2021年第一季度报告全

文》及《兴业矿业：2021年第一季度报告正文》（公告编号：2021-33）。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七、审议通过《2020年度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同日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披露的《兴业矿业：2020年度内部控制自我

评价报告》。

本议案需提交公司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八、审议通过《关于2021年度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同日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披露的《兴业矿业：关于拟续聘2021年度会

计师事务所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35）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本议案需提交公司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九、审议通过《关于公司全资子公司唐河时代矿业有限责任公司业绩承诺实现情况说明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同日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披露的《兴业矿业：关于公司全资子公司唐

河时代矿业有限责任公司业绩承诺实现情况说明》。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十、审议通过《董事会审计与法律委员会2020年度履职报告》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同日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披露的《兴业矿业：董事会审计与法律委员

会2020年度履职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十一、审议通过《关于董事2021年度津贴的议案》

为了建立有效的激励和约束机制，能够调动相关人员工作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促进公司可持续发展。 根据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与绩效考核管理制度》，经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审议，确定公司董事2021年

度津贴标准为：

姓 名 职 务

是否在公司担任董事以外的管理

职务

津贴（含税：万元/年）

吉兴业 董事长 否 100

吉 祥 副董事长 否 70

张树成 董事 是 5

董 永 董事 是 5

孙 凯 董事 是 5

张旭东 董事 否 0

李强新 独立董事 否 17

张世潮 独立董事 否 17

姜青梅 独立董事 否 17

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将在次年1月，根据《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与绩效考核管理制度》确定的

考核指标与评价标准，结合董事履职情况，组织考核，并将考核结果及实际发放情况向董事会作专项汇报。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本议案需提交公司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十二、审议通过《关于2021年度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的议案》

为了进一步提高公司经理层工作积极性和工作效率，激励经理层勤勉尽责，经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审

议，确定经理层2021年度薪酬标准为：

姓 名 职 务 薪酬（含税：万元/年）

张树成 总经理 70

董 永 副总经理 41

孙 凯 副总经理 39

常战军 副总经理 60

姚敬金 副总经理 200

李金城 副总经理 40

张 斌 副总经理 35

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将在次年1月，根据《员工绩效考核管理制度》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

与绩效考核管理制度》等制度确定的考核指标与评价标准，结合经理层履职情况，组织考核，并将考核结果及实

际发放情况向董事会作专项汇报。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十三、审议通过《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同日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披露的《兴业矿业：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公

告》（公告编号：2021-36）

十四、审议通过《关于2020年度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同日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披露的《兴业矿业：关于2020年度计提资产

减值准备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37）。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特此公告。

内蒙古兴业矿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二一年四月三十日

证券代码：000426� � � �证券简称：兴业矿业 公告编号：2021-31

内蒙古兴业矿业股份有限公司

第九届监事会第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 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

内蒙古兴业矿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本公司” ）第九届监事会第二次会议通知于2021年4

月18日以专人送达、电子邮件等方式发出，会议于2021年4月28日上午10:00在公司总部十楼会议室以现场会议方

式召开。 会议应到监事3人，实到监事3人。 会议的召集、召开、表决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决议合

法有效。 会议表决通过了如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2020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同日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披露的《兴业矿业：2020年度监事会工作报

告》。

本议案需提交公司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二、审议通过《2020年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

表决结果：同意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同日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披露的《兴业矿业：2020年年度报告》以及

《兴业矿业：2020年年度报告摘要》（公告编号：2021-32）。

本议案需提交公司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三、审议通过《2020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本议案需提交公司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四、审议通过《2020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经天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公司2020年度合并报表净利润-183,867,401.48元，归属于母公

司股东净利润为-183,859,290.18元， 母公司2020年度实现净利润18,275,065.97元， 提取法定盈余公积1,827,506.60�

元，提取法定盈余公积后剩余利润16,447,559.37元，加年初未分配利润 220,836,733.32元，2020年度可供股东分配

的利润为237,284,292.69元。

2020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综合考虑公司的发展现状和公司生产经营的资金需求情况，根据《公司法》、《公

司章程》等有关规定，公司拟定 2020年度不进行利润分配。

表决结果：同意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本议案需提交公司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五、审议通过《2021年第一季度报告全文及正文》

表决结果：同意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同日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披露的《兴业矿业：2021年第一季度报告全

文》及《兴业矿业：2021年第一季度报告正文》（公告编号：2021-33）。

六、审议通过《2020年度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同日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披露的《兴业矿业：2020年度内部控制自我

评价报告》。

本议案需提交公司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七、审议通过《关于监事2021年度津贴的议案》

为于进一步调动监事的工作积极性,促使监事更加勤勉尽责地履行义务，根据《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与

绩效考核管理制度》，经监事会组织的薪酬与考核工作小组审议，确定监事2021年度津贴标准为：

姓 名 职 务 津贴（含税：万元/年）

吴云峰 监事会主席 24

龙 晶 监事 5

连瑞芹 监事 5

监事会将在次年1月组织成立薪酬与考核工作小组，根据《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与绩效考核管理制度》

确定的考核指标与评价标准，结合监事履职情况，组织考核，并将考核结果及实际发放情况向监事会作专项汇报。

表决结果：同意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本议案需提交公司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八、审议通过《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

（下转B592版）

2021年第一季度报告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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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强新 独立董事 工作原因 姜青梅

公司负责人吉兴业、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董永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姚艳松声明：保证季度报

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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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元） 586,050,924.33 32,779,993.12 1,687.8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108,877,769.37 -79,345,327.99 237.2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的净利润（元）

122,512,790.94 -69,396,046.05 276.54%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75,613,774.45 -98,422,388.85 176.83%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593 -0.0432 237.27%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593 -0.0432 237.27%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2.09% -1.49% 3.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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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094,381,559.72 9,315,338,588.60 -2.3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5,257,020,131.06 5,150,681,438.32 2.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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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包括已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冲销部分） -193.10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与企业业务密切相关，按照国家统一标

准定额或定量享受的政府补助除外）

428,000.00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13,963,370.57

减：所得税影响额 99,805.11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347.21

合计 -13,635,021.5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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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一一非经常性损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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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一一非经常性损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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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一一非经常性损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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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5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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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蒙古兴业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30.27% 556,075,350 191,875,264

质押 555,000,086

冻结 556,075,350

赤 峰 富 龙 公 用

（集团）有限责任

公司

国有法人 7.52% 138,184,794 0 质押 40,000,000

甘肃西北矿业集

团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7.04% 129,367,042 0

质押 129,367,042

冻结 129,367,042

吉祥 境内自然人 3.63% 66,623,003 66,223,003 质押 66,223,003

吉伟 境内自然人 3.60% 66,223,003 66,223,003 质押 66,223,003

香港中央结算有

限公司

境外法人 1.67% 30,595,206 0

吉喆 境内自然人 1.62% 29,798,597 29,798,597 质押 29,798,597

常刚 境内自然人 1.36% 25,019,000 0

高云 境内自然人 1.10% 20,286,350 0

宁波梅山保税港

区东芷投资合伙

企业（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人 1.04% 19,179,445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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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蒙古兴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364,200,086 人民币普通股 364,200,086

赤峰富龙公用（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138,184,794 人民币普通股 138,184,794

甘肃西北矿业集团有限公司 129,367,042 人民币普通股 129,367,042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30,595,206 人民币普通股 30,595,206

常刚 25,019,000 人民币普通股 25,019,000

高云 20,286,350 人民币普通股 20,286,350

宁波梅山保税港区东芷投资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

19,179,445 人民币普通股 19,179,445

北信瑞丰基金－民生银行－四川信

托－辰星2号证券投资集合资金信托

计划

18,721,082 人民币普通股 18,721,082

李献来 18,673,940 人民币普通股 18,673,940

郑鹏 15,488,367 人民币普通股 15,488,367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

明

自然人股东吉祥与公司控股股东兴业集团的实际控制人吉兴业系父子关系， 自然人股东吉伟

与公司控股股东兴业集团的实际控制人吉兴业系父女关系。 自然人股东吉喆与公司控股股东

兴业集团的实际控制人吉兴业系叔侄关系。 公司控股股东内蒙古兴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与甘

肃西北矿业集团有限公司、赤峰富龙公用（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也不属于

《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中规定的一致行动人。公司未知其他股东相互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

系，也未知其相互间是否属于《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 中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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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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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资产负债表项目 注释 期末数 年初数 变动幅度

货币资金 注1 90,592,134.72 133,996,739.92 -32.39%

存 货 注2 252,490,118.01 409,437,420.12 -38.33%

使用权资产 注3 37,314,197.00 100.00%

应付职工薪酬 注4 14,472,044.63 23,328,368.77 -37.96%

合同负债

注5

124,138,597.91 283,474,765.97 -56.21%

其他流动负债 16,693,379.39 37,407,081.16 -55.37%

租赁负债 注6 13,785,210.05 100.00%

利润表项目 注释 本期金额 上期金额 变动幅度

营业收入

注7

586,050,924.33 32,779,993.12 1687.83%

营业成本 280,402,051.66 16,175,624.78 1633.49%

税金及附加 33,385,472.38 2,452,111.07 1261.50%

其他收益 注8 443,789.41 124,990.01 255.06%

信用减值损失（损失以“－”号填列） 注9 -819,338.62 -73,025.01 -1022.00%

资产处置收益（损失以“-”号填列） 注10 -193.10 -769,180.67 99.97%

营业外支出 注11 13,990,159.98 9,602,814.41 45.69%

营业利润

注12

167,449,789.94 -89,914,639.42 286.23%

利润总额 153,470,629.96 -99,516,273.83 254.22%

所得税费用 44,593,590.44 -20,170,095.70 321.09%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108,877,769.37 -79,345,327.99 237.22%

现金流量表项目 注释 本期金额 上期金额 变动幅度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注13 75,613,774.45 -98,422,388.85 176.83%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注14 -81,851,419.13 -45,042,853.13 -81.72%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注15 -32,372,662.97 -42,814,019.52 24.39%

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 注16 -38,610,307.65 -186,279,261.50 79.27%

注1：货币资金期末数较年初数减少32.39%，主要原因：报告期使用年初资金偿还所欠供应商工程、设备及材

料采购款所致。

注2:�存货期末数较年初数减少38.33%，主要原因：公司子公司银漫矿业自2021年2月3日起至报告期末一直

处于停产状态，产品库存减少所致。

注3:�使用权资产期末数较年初数增加100.00%，主要原因：报告期公司执行新租赁准则对租赁的办公楼（租

期：2021年1月1日至2023年12月31日）按相关规定确认使用权资产所致。

注4:应付职工薪酬期末数较年初数减少37.96%，主要原因：报告期公司支付职工2020年度考核工资所致。

注5：合同负债期末数较年初数减少56.21%，其他流动负债期末数较年初数减少55.37%，主要原因：报告期受

银漫矿业停产等因素影响，预收客户货款减少所致。

注6：租赁负债期末数较年初数增加100.00%，主要原因：报告期公司执行新租赁准则对超过一年的租赁负债

在此项目列报所致。

注7：营业收入本期数较上期数增加1687.83%，营业成本本期数较上期数增加1633.49%，

税金及附加本期数较上期数增加1261.50%，主要原因：报告期公司主营产品产销量同比大幅增加所致（2020

年1-3月，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公司及各子公司复工时间延迟）。

注8：其他收益本期数较上期数增加255.06%，主要原因：报告期取得的政府补助同比增加所致。

注9：信用减值损失本期数较上期数减少1022.00%，主要原因：报告期坏账准备计提同比增加所致。

注10：资产处置收益本期数较上期数增加99.97%，主要原因：报告期固定资产处置收益同比增加所致。

注11：营业外支出本期数较上期数增加45.69%，主要原因：报告期罚款支出同比增加所致。

注12：营业利润本期数较上期数增加286.23%，利润总额本期数较上期数增加254.22%，所得税费用本期数较

上期数增加321.09%，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本期数较上期数增加237.22%，主要原因：报告期公司主营业

务的推进情况较上年同期相对较好，主营产品产销量同比大幅增加，公司营业收入同比增加所致。

注13：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本期数较上期数增加176.83%，主要原因为：报告期公司主营产品产销

量同比大幅增加，销售商品、提供劳务收到的现金同比增加所致。

注14：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本期数较上期数减少81.72%，主要原因为：报告期公司购建固定资产、

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支付的现金支出同比增加所致。

注15：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本期数较上期数增加24.39%，主要原因：报告期偿付利息支付的现金同

比减少所致。

注16： 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本期数较上期数增加79.27%,主要原因：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同比增加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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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控股股东重整事项

2019年10月8日，公司收到控股股东兴业集团的告知书，告知书称兴业集团于2019年10月8日收到内蒙古自

治区赤峰市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赤峰中院” 或“法院” ）的《民事裁定书》（[2019]内04破申4号）。 《民事

裁定书》显示法院裁定受理赤峰宇邦矿业有限公司以兴业集团不能清偿到期债务、且明显缺乏清偿能力为由，

向法院提出对兴业集团进行重整的申请。自此，兴业集团正式进入重整程序。2020年4月26日，赤峰中院指定北京

德恒律师事务所担任兴业集团重整的管理人。 2020年7月23日，赤峰中院作出（2019）内04破2-2号《民事裁定

书》，裁定兴业集团、玉龙国宾馆、布敦银根适用实质合并重整方式进行审理。 2020年11月18日，兴业集团、玉龙

国宾馆、 布敦银根等三家公司第一次债权人会议召开， 审议通过了 《债权人委员会设立及委员会委员选任议

案》、《财产管理方案》。根据兴业集团目前资产及财务状况，兴业集团拟引入投资人以缓解资金压力，为兴业集

团重整提供支持。兴业集团已与平安信托有限责任公司及恒泰资本投资有限责任公司分别签署了《投资框架协

议》，至此，本次重整取得了阶段性的成果。 2021年4月21日，赤峰中院作出（2019）内04破2-5号《民事裁定书》，

自兴业集团、玉龙国宾馆、布敦银根实质合并重整之日起三个月不计入《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七十

九条规定期限的期间。 截至目前，兴业集团重整工作仍在稳步推进中。

本事项的具体情况请查阅公司分别于2019年8月24日、2019年10月9日、2020年4月28日、2021年3月20日、2021

年4月24日在指定媒体披露的《兴业矿业：关于控股股东被申请重整的提示性公告》（公告编号：2019-64）、《兴

业矿业：关于法院裁定受理控股股东内蒙古兴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重整的公告》（公告编号：2019-71）、《兴业

矿业：关于控股股东重整进展情况的公告》（公告编号：2020-14）、《兴业矿业：关于控股股东重整进展情况的公

告》（公告编号：2021-24）、《兴业矿业：关于控股股东重整进展情况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27）。

2、子公司自行停产事项

公司子公司银漫矿业于 2021年2月3日收到西乌珠穆沁旗应急管理局（以下简称“西乌旗应急局” ）下发的

《关于西乌珠穆沁旗银漫矿业有限责任公司从速开展自查的通知》（西应急发[2021]31� 号，以下简称“《自查通

知》” ）。 银漫矿业收到上述《自查通知》后，严格按照《自查通知》的要求自行停产，全面开展自查工作，并于

2021年2月4日向西乌旗应急局提交了《西乌珠穆沁旗银漫矿业有限责任公司关于举报事项自查报告》，同时积

极配合核查组开展核查工作。 截至目前，银漫矿业选厂已经提交复工申请，采区正在组织自查整改工作，待西乌

旗应急局组织专家验收通过之后即可恢复生产。

本事项的具体情况请查阅公司分别于2021年2月8日、2月9日在指定媒体发布的《兴业矿业：关于子公司收

到自查通知暨自行停产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11）及《兴业矿业：关于子公司收到自查通知暨自行停产的

补充公告》（公告编号：2021-12）。

重要事项概述 披露日期 临时报告披露网站查询索引

控股股东重整事项

2019年08月24日

《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

报》、《证券日报》 以及巨潮资讯网（www.

cninfo.com.cn）披露的《兴业矿业：关于控

股股东被申请重整的提示性公告》（公告编

号：2019-64）

2019年10月09日

《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

报》、《证券日报》 以及巨潮资讯网（www.

cninfo.com.cn）披露的《兴业矿业：关于法

院裁定受理控股股东内蒙古兴业集团股份

有 限公司重整 的 公 告 》（公 告 编 号 ：

2019-71）

2020年04月28日

《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

报》、《证券日报》 以及巨潮资讯网（www.

cninfo.com.cn）披露的《兴业矿业：关于控

股股东重整进展情况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0-14）

2021年03月20日

《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

报》、《证券日报》 以及巨潮资讯网（www.

cninfo.com.cn）披露的《兴业矿业：关于控

股股东重整进展情况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1-24）

2021年04月24日

《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

报》、《证券日报》 以及巨潮资讯网（www.

cninfo.com.cn）披露的《兴业矿业：关于控

股股东重整进展情况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1-27）

子公司自行停产事项

2021年02月08日

《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

报》、《证券日报》 以及巨潮资讯网（www.

cninfo.com.cn）披露的《兴业矿业：关于子

公司收到自查通知暨自行停产的公告》（公

告编号：2021-11）

2021年02月09日

《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

报》、《证券日报》 以及巨潮资讯网（www.

cninfo.com.cn）披露的《兴业矿业：关于子

公司收到自查通知暨自行停产的补充公

告》（公告编号：202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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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承诺事由 承诺方

承

诺

类

型

承诺内容

承诺

时间

承诺期限 履行情况

股改承诺

收购报告书或

权益变动报告

书中所作承诺

资产重组时所

作承诺

兴业集

团 、 吉

伟 、 吉

祥、吉喆

根据《银漫矿业采矿权评估报告》，采矿权资产 2017�年度、

2018�年度及 2019年度的净利润分别不低于 36,567.91�万

元、46,389.65�万元、46,389.65�万元，在此基础上，兴业集团、

吉伟、吉祥和吉喆预测采矿权资产 2017�年度、2018�年度及

2019�年度的净利润分别不低于 36,567.91�万元、46,389.65�

万元、46,389.65�万元。 兴业集团、吉伟、吉祥和吉喆承诺，采

矿权资产 2017�年度净利润不低于 36,567.91万元，2017�年

度和 2018�年度净利润累计不低于 82,957.56�万元，2017�年

度、2018年度及 2019�年度净利润累积不低于人民币 129,

347.21�万元。

2016

年 12

月 08

日

2017年1月

1日－2019

年 12月 31

日

截至本报告出具之

日， 该承诺期限已

届满， 承诺方存在

超期未履行 的情

形。

首次公开发行

或再融资时所

作承诺

股权激励承诺

其他对公司中

小股东所作承

诺

兴业集

团

以唐河时代2019年、2020年、2021年的经审计的税后净利润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 不低于4,138.16万元、16,563.04万

元及16,371.00万元， 累计经审计的税后净利润总和不低于

37,072.20万元（以下简称"调整后业绩承诺"或"调整后承诺

利润"）。 若唐河时代在补偿期限内累计实际净利润低于调

整后承诺利润总和， 则兴业集团需对兴业矿业进行业绩补

偿，业绩补偿的具体金额按以下公式确定：应补偿金额=唐

河时代补偿期限内的调整后承诺利润总和－唐河时代补偿

期限内累计净利润实现数总和。 如根据上述公式计算的金

额小于或等于0时，则按0取值，即转让方无需向兴业矿业补

偿。关于唐河时代2017年业绩承诺补偿方案。根据天衡会计

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唐河时代矿业有限责

任公司业绩承诺实现情况说明的审核报告》 [天衡专字

（2018）00669号]，兴业集团需对兴业矿业进行补偿，补偿金

额为7,924.68万元，根据双方协商，兴业集团需在2019年6月

30日前以现金方式向兴业矿业履行补偿义务。

2018

年 12

月 21

日

2019年1月

1 日

--2021年

12月31日

截至本报告出具之

日， 该承诺仍在承

诺期内， 承诺持续

有效且正在履行当

中， 不存在违背该

承诺的情形。

兴业集

团

以荣邦矿业采矿权评估报告中载明的盈利预测数作为本协

议项下的利润预测数。 据此， 目标采矿权在 2017�年度、

2018�年度、2019�年度的利润预测数分别为人民币 422.20�万

元、1,833.68�万元及 2,427.05�万元。

2015

年 10

月 08

日

2017年1月

1 日

--2019年

12月31日

截至本报告出具之

日， 该承诺期限已

届满， 承诺方存在

超期未履行 的情

形。

承诺是否按时

履行

否

如承诺超期未

履行完毕的，应

当详细说明未

完成履行的具

体原因及下一

步的工作计划

（1）荣邦矿业、唐河时代未完成承诺业绩补偿进展情况

兴业集团对公司因荣邦矿业2017年度、2018年度未完成业绩承诺补偿5,650,597.78元、19,873,019.87元，唐河时代

2017年度未完成业绩承诺补偿79,246,838.23元，合计应补偿金额104,770,455.88元，扣除2017年度应付兴业集团现金

股利11,067,011.61元及2019年房租7,184,160.00元后，余额为86,519,284.27元。

（2）银漫矿业未完成承诺业绩补偿进展情况

截至2019年12月31日， 银漫矿业2017年度、2018年度及2019年度扣除财务费用后的累计实现净利润88,056.40万

元，未完成承诺业绩。 应补偿77,056.86万元，对应补偿股份为127,156,540股（对应补偿股份公司将以人民币1.00元的

总价格进行回购并予以注销），其中：兴业集团65,600,060股；吉祥25,126,132股；吉伟25,126,132股；吉喆11,304,216股。

应返还持有期间现金分红507.38万元，其中：兴业集团261.76万元；吉祥100.26万元；吉伟100.26万元；吉喆45.10万元。

截至本报告披露日，上述补偿事项中，公司已收到吉祥返还的 100.26万元现金分红，此外的其他业绩补偿事项暂未

履行。

截至目前，兴业集团、吉祥、吉伟、吉喆通过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所取得股份均处于被质押状态，且兴业集团已进

入司法重整程序，公司暂无法进行回购注销。 公司多次向兴业集团及其一致行动人发文、发函催收，但尚未收到兴业

集团及其一致行动人切实可行的履约方案。 2020年6月28日，公司根据与兴业集团签订的《业绩补偿协议》及相关补

充协议的约定，足额向管理人提交了债权申报材料。 公司将就上述业绩补偿事项继续与兴业集团其一致行动人保持

密切沟通，督促其严格按照业绩承诺履行补偿义务，保护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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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进展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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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月01日-2021

年03月31日

兴业矿业总部 电话沟通 个人 个人

公司经营及发展请况，

未提供书面资料

无

内蒙古兴业矿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一年四月三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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