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安 徽 恒 源 煤 电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一重要提示

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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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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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公司简介

公司股票简况

股票种类 股票上市交易所 股票简称 股票代码 变更前股票简称

A股 上海证券交易所 恒源煤电 600971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孙夕仁 祝朝刚

电话 0557-3982147 0557-3982147

传真 0557-3982260 0557-3982260

电子信箱 hymd600971@163.com hymd600971@163.com

二主要财务数据和股东情况

2.1公司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减

(%)

总资产 12,979,167,533.81 13,813,751,682.80 -6.0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资产

6,469,661,586.82 6,807,373,088.87 -4.96

本报告期

（1-6月）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净额

146,655,654.56 386,094,465.17 -62.02

营业收入 2,461,372,488.23 3,772,403,457.24 -34.7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

-542,145,479.74 45,902,547.26 -1,281.0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

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561,484,759.76 47,702,065.12 -1,277.07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8.17 0.44 减少8.61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54 0.0459 -1,276.47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54 0.0459 -1,276.47

2.2截止报告期末的股东总数、前十名股东、前十名流通股东（或无限售条

件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截止报告期末股东总数（户） 48,6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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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质押或冻结的股份数

量

安徽省皖北煤电集团有限责任公

司

国有法人 54.96 549,615,741 0 无

中融国际信托有限公司 未知 2.05 20,525,850 0 未知

宏源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未知 1.89 18,850,940 0 未知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未知 0.58 5,815,579 0 未知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招商中

证煤炭等权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

金

未知 0.47 4,657,006 0 未知

西藏鸿烨投资有限公司 未知 0.29 2,900,000 0 未知

康彦辉 未知 0.25 2,488,718 0 未知

曹栋 未知 0.25 2,460,066 0 未知

黄培忠 未知 0.23 2,307,957 0 未知

傅忠 未知 0.22 2,236,000 0 未知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1、皖北煤电集团与其他前十名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也不属于《上市

公司收购管理办法》中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2、公司未知其他前十名股

东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知是否属于《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中规

定的一致行动人。

2.3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适用 √不适用

三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2015年上半年，面对疲弱的经济形势及严峻的行业现状，公司从严从紧，

自加压力、坚决贯彻落实 “战危机、保生存、谋发展” 的安排部署，全力做好保

安全、稳发展，积极稳妥应对行业危机。

面对极其困难的市场形势，公司主动作为，尽力有为，深挖内潜、减员分

流、压缩投入、严控成本。 公司坚持把改革创新作为核心动力，实施薪酬分配制

度改革，增添了运行活力。 但受市场消费需求疲软、煤炭价格跳崖式下降双重

影响，经营业绩依然难以抵御市场的冲击。 报告期内，公司生产原煤739.19万

吨，销售商品煤521.52万吨，具体如下：

单位：吨

项 目 2015年半年度

原煤产量 7,391,925.00

其中：入洗量 6,568,511.01

洗出量 4,727,043.01

其中：精煤 1,690,479.48

洗混煤 2,202,595.36

块煤 72,535.00

煤泥 761,433.17

销量 5,215,192.64

其中：原煤 689,187.55

洗精煤 1,668,952.61

洗块煤 71,276.00

洗混煤 2,071,975.48

煤泥 713,801.00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销售收入246,137.25万元，同比减少34.75%；实现净

利润-54214.55�万元，同比下降1,281.08� %；每股收益-0.54元。 报告期末，公

司总资产1297916.75� 万元，比年初减少6.04%；所有者权益646966.16� 万元，

比年初减少4.96� %。

(一)主营业务分析

1财务报表相关科目变动分析表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科目 本期数 上年同期数 变动比例（%）

营业收入 2,461,372,488.23 3,772,403,457.24 -34.75

营业成本 2,646,972,336.15 3,240,209,184.07 -18.31

销售费用 37,617,305.98 41,255,624.96 -8.82

管理费用 194,983,883.00 308,495,700.68 -36.80

财务费用 75,805,548.88 45,257,309.42 67.50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46,655,654.56 386,094,465.17 -62.02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96,420,808.72 -573,836,380.67 65.77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33,535,302.65 1,187,752,235.82 -88.76

研发支出 5,456,188.39 72,212,104.85 -92.44

营业收入变动原因说明:产品价格下降以及销量下滑导致收入下降

营业成本变动原因说明:加强成本控制以及产销量下滑导致成本支出减

少

管理费用变动原因说明:严格控制管理成本支出导致管理费用减少

财务费用变动原因说明:银行贷款规模增加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变动原因说明:营业收入减少导致现金流

减少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变动原因说明:减少现金流出，控制投资支

出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变动原因说明:本期新增借款减少

研发支出变动原因说明:本期减少研发投入

(1)经营计划进展说明

公司于年初预计了2015年经营计划。由于煤价持续下滑，2015年上半年公

司营业收入同比有所下降，未能完全达到年初制定的经营计划。 公司将在下半

年积极应对市场变化，加强市场开拓，努力完成全年经营计划。

(二)行业、产品或地区经营情况分析

1、主营业务分行业、分产品情况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主营业务分行业情况

分行业 营业收入 营业成本

毛利率

（%）

营业收入比

上年增减

（%）

营业成本比

上年增减

（%）

毛利率比上年

增减（%）

工业 1,946,568,142.58 2,201,926,842.23 -13.12 -32.90 -8.50

减少30.17个百

分点

商业 273,945,633.26 272,253,845.12 0.62 -32.23 -32.17

减少0.08个百

分点

主营业务分产品情况

分产品 营业收入 营业成本

毛利率

（%）

营业收入比

上年增减

（%）

营业成本比

上年增减

（%）

毛利率比上年

增减（%）

煤炭 2,185,047,828.28 2,463,496,988.09 -12.74 -33.27 -12.04

减少27.21个百

分点

电力 35,465,947.56 10,683,699.26 69.88 14.49 48.36

减少6.87个百

分点

2、主营业务分地区情况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地区 营业收入 营业收入比上年增减（%）

国内 2,461,372,488.23 -34.75

(三)核心竞争力分析

报告期内，公司的核心竞争力未发生变化。 公司在产品品种，销售区域上

有一定优势。 同时公司在开采技术、管理水平上经过多年摸索，积累了丰富的

经验。 未来公司将继续把握煤炭行业发展变化，不断提高公司核心竞争力，提

升公司价值。

(四)投资状况分析

1、对外股权投资总体分析

报告期内，公司无新增股权投资。

(1)证券投资情况

□适用 √不适用

(2)持有其他上市公司股权情况

□适用 √不适用

(3)持有金融企业股权情况

□适用 √不适用

2、非金融类公司委托理财及衍生品投资的情况

(1)委托理财情况

√适用 □不适用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合作方

名称

委托理

财产品

类型

委托理财

金额

委托

理财

起始

日期

委托理

财终止

日期

报酬

确定

方式

实际收回本

金金额

实际获得

收益

是否经

过法定

程序

是否

关联

交易

是

否

涉

诉

资金来源

并说明是

否为募集

资金

中国银

行宿 州

皖 煤 支

行

海富货

币B

73,000,

000.00

2014-

12-25

2015-

2-15

协议

73,000,

000.00

2,169,

153.29

是 否 否 自有资金

徽 商 银

行淮 北

分行

博 时天

天增 和

货币A

90,000,

000.00

2014-

12-25

2015-

3-15

协

议

90,000,

000.00

499,

315.07

是 否 否 自有资金

合计 /

163,000,

000.00

/ / /

163,000,

000.00

2,668,

468.36

/ / / /

(2)委托贷款情况

□适用 √不适用

(3)其他投资理财及衍生品投资情况

□适用 √不适用

3、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无募集资金或前期募集资金使用到本期的情况。

4、主要子公司、参股公司分析

2015年上半年，公司子公司主要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公司名称 主要业务 注册资本 总资产 净资产 净利润

权益比例

（%）

淮北新源热电有限公

司

发电、 粉煤灰、煤

渣综合利用

16,500.00 31,978.19 29,085.91 1,516.85 82

宿州营鼎建材有限责

任公司

煤矸石砖的制造、

销售，建材销售

5,000.00 5,735.65 4,540.01 -211.77 45.05

安徽恒力电业有限责

任公司

发电，供热，电力

投资及相关技术

开发

3,500.00 9,239.36 7,354.79 810.91 25

安徽钱营孜发电有限

公司

电力项目的投资、

开发、建设、电厂

废物的综合利用

56,000.00 11,273.73 11,198.12 0 50

安徽省皖北煤电集团

财务有限公司

成员单位结算、融

资、担保等

50,000.00 248,922.23 53,323.54 1,724.85 40

5、非募集资金项目情况

√适用 □不适用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名称 本报告期投入金额

恒源煤矿改建工程(深部井) 39,837,655.69

安全工程 11,854,939.35

维简工程 1,539,946.75

零星工程 21,544,845.45

电厂筹建 19,074,781.37

技术改造-选煤厂改造 479,270.51

合计 94,331,439.12

四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4.1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发生变化的，公司应当说

明情况、原因及其影响。

不适用

4.2报告期内发生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公司应当说明情况、更

正金额、原因及其影响。

不适用

4.3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对财务报表合并范围发生变化的，公司应当作

出具体说明。

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本报告期财务报表合并范围未发生变化。

4.4半年度财务报告已经审计，并被出具非标准审计报告的，董事会、监事

会应当对涉及事项作出说明。

半年度报告未经审计

董事长：邓西清

安徽恒源煤电股份有限公司

2015年8月27日

证券代码：

600971

证券简称：恒源煤电 公告编号：

2015- 022

安徽恒源煤电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

任。

安徽恒源煤电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十六次

会议于2015年8月17日以电子邮件、电话确认方式发出，会议于8月27日上午在

公司十三楼会议室召开。 会议以现场和通讯方式召开，会议应参与表决董事11

人，全体董事参与了表决。 会议由董事邓西清主持，公司监事、部分高管人员列

席了会议，会议召开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和《公司董事会议事规则》

的规定。

会议经审议表决，通过了以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副总经理的议案》；

同意聘任傅崑岚为公司副总经理。

傅崑岚，男，汉族，1965年出生，中共党员，大专学历，高级工程师职称。 历

任安徽省皖北煤电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祁东煤矿党委委员、总工程师；皖北煤电

集团通风地测处副处长（主持工作）；恒源煤电通风地测部负责人，通风地测

部部长；恒源煤电祁东煤矿矿长、党委委员。

表决结果：同意11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二、审议通过《关于与新增关联方2015年日常关联交易情况的议案》；

关联董事邓西清、吴玉华、朱凤坡回避了表决。 公司独立董事认为日常关

联交易符合《公司法》等法律法规的相关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非关联股东

利益的情形。 具体内容详见《关于与新增关联方2015年日常关联交易情况的

公告》。

表决结果：同意8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三、审议通过《公司2015年半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

表决结果：同意11票，反对0票，弃权0票。

特此公告。

安徽恒源煤电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五年八月二十八日

证券代码：

600971

股票简称：恒源煤电 公告编号：

2015-023

安徽恒源煤电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与新增关联方

2015

年日常关联交易情况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

任。

安徽恒源煤电股份有限公司于2015年4月13日召开公司五届十二次董事

会，审议通过了《关于预计2015年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现根据相关业务开

展情况，拟新增关联方2015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 公司于2015年8月27日

召开公司五届十六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了《关于新增关联方2015年日常关联交

易情况的议案》，关联董事邓西清、吴玉华、朱凤坡依法进行了回避，独立董事

就该关联交易发表了独立意见，同意公司进行该关联交易。 本次新增关联方关

联交易情况根据《股票上市规则》规定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一、2015年上半年日常关联交易情况

2015年上半年，公司共发生日常关联交易总额为4634.48万元。 具体如

下：

1、采购商品/接受劳务情况表

关联方 关联交易内容 本期发生额（元） 上期发生额（元）

安徽省皖北煤电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综合服务费 10,029,370.23 10,130,677.00

安徽省皖北煤电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热气采购 2,925,238.93 3,103,008.83

上海皖北物资经营公司 材料采购 3,582,302.99 2,755,629.31

淮北宏润矿山环境建设公司 征迁复垦工程 752,800.00

合计 17,289,712.15 15,989,315.14

2、出售商品/提供劳务情况表

关联方 关联交易内容 本期发生额（元） 上期发生额（元）

安徽省皖北煤电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次煤销售 5,979,692.31 5,705,162.39

安徽省皖北煤电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材料销售 1,556,950.79 3,540,433.65

安徽省皖北煤电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煤炭销售 807,692.31 2,430,735.04

安徽省皖北煤电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热气销售 2,125,404.00 1,785,345.13

中安联合煤化有限责任公司 材料销售 732,166.46 938,821.87

安徽皖煤物资贸易有限公司 煤炭销售 17,853,195.31 31,766,332.00

合计

29,055,101.18�

46166830.08 46,166,830.08

公司2015年上半年日常关联交易实际发生额为 4634.48万元， 与年初预

计全年发生额9170万元相符。 其中，公司向关联方安徽皖煤物资贸易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皖煤物贸” ）销售煤炭事项为新增关联方，未在年初进行预计，公

司预计2015年下半年将继续向皖煤物贸销售煤炭。

二、新增关联方预计2015年日常关联交易情况

公司预计2015年向皖煤物贸销售煤炭情况如下：

关联方 关联交易内容 预计金额（万元）

安徽皖煤物资贸易有限公司 煤炭销售 5000

合计 5000

上述预计发生金额含上半年已经发生的交易金额。

除此项新增关联方预计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外， 公司其他日常关联交易

预计发生情况与年初预计不变。

三、新增关联方介绍与关联关系

（一）关联方基本情况

关联方：安徽皖煤物资贸易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鲁江

注册资本： 肆仟零玖拾捌万元整

住所：安徽省宿州市经济开发区金海大道8号

经营范围：纯苯、甲苯、二甲苯、重苯、菲芳烃、甲醛、苯乙烯、丙酮、环戊烷

批发（无储存），煤炭、钢铁、铁矿砂、焦炭、有色金属、燃料油及化工产品（不含

危险化学品）、机械设备、建筑材料购销，电子商务，商业信息、咨询、自营和代

理一般经营项目和技术的进出口业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

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二）关联关系

安徽皖煤物资贸易有限责任公司注册资本为4098万元， 其中公司控股股

东———安徽省皖北煤电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持有97.80%，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

《股票上市规则》规定，为公司关联方。

四、定价政策和定价依据

1、公司与皖煤物贸产生的关联交易由交易双方按照公平、公正、合理的定

价原则签订协议，并严格按照协议执行；

2、上述日常关联交易没有产生利益转移事项，交易标的没有特殊性。

五、关联交易的目的以及对公司的影响

1、交易的目的

充分利用皖煤物贸拥有的销售市场和渠道的资源优势， 保障公司小量产

品品种销售渠道的畅通。

2、对公司的影响

相关关联交易将在发生时参照当时市场状况，按照公平、公正、合理原则

签订协议。 关联交易风险可控，不会损害公司利益和非关联股东的利益，对公

司本期以及未来财务状况、经营成果无不利影响。

六、独立董事的意见

独立董事对上述关联交易已进行事前认可，并发表了独立意见，认为此次

关联交易的表决程序合法、规范，关联董事在表决过程中依法进行了回避，符

合《公司法》、《证券法》等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不存在损害

公司及非关联股东利益的情形。

公司新增关联方日常关联交易是正常经营所需。 关联交易由交易双方按

照公平、公正、合理的定价原则签订协议，并严格按照协议执行，无损害公司利

益的情形，关联交易对公司本期以及未来财务状况、经营成果无不利影响；关

联交易对公司的独立性没有影响， 也不因此类关联交易而对关联人形成依赖

性。

七、备查文件

1、公司五届十六次董事会决议

2、公司五届十四次监事会决议

3、公司独立董事事前认可意见

4、公司独立董事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安徽恒源煤电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O一五年八月二十八日

证券代码

:600971

股票简称：恒源煤电 公告编号：

2015-024

安徽恒源煤电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监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

任。

安徽恒源煤电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五届监事会第十四次

会议于2015年8月17日以电子邮件、电话确认方式发出，会议于8月27日上午在

公司十三楼会议室召开。 会议由监事会主席刘朝田先生主持，公司全体监事出

席了会议。 会议召开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和《公司监事会议事规则》

的规定。

与会监事经审议表决，一致通过以下决议：

1、审议通过《关于与新增关联方2015年日常关联交易情况的议案》

公司监事会认为：公司与新增关联方日常关联交易是正常经营所需。 交易

双方遵循自愿、等价、有偿的原则；交易价格公允，体现了公平、公正、公开的原

则。

表决结果：同意5票，反对0票，弃权0票。

2、审议通过《公司2015年半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

公司监事会认为：公司半年报编制和审议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公司章程

和公司内部管理制度的各项规定； 半年报的内容和格式符合中国证监会和证

券交易所的各项规定， 所包含的信息能从各个方面真实地反映出公司当期的

经营管理和财务状况等事项；在提出本意见前，未发现参与半年报编制和审议

的人员有违反保密规定的行为。

公司监事会全体监事保证公司2015年半年度报告所载资料不存在任何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

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表决结果：同意5票，反对0票，弃权0票。

特此公告。

安徽恒源煤电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二○一五年八月二十八日

一 重要提示

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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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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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公司简介

公司股票简况

股票种类 股票上市交易所 股票简称 股票代码 变更前股票简称

A股 上海证券交易所 华友钴业 603799 无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张福如 李瑞

电话 0573-88586238 0573-88589981

传真 0573-88585810 0573-88585810

电子信箱 zfr@huayou.com lirui@huayou.com

二主要财务数据和股东情况

2.1公司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

增减(%)

总资产 9,358,247,090.02 7,884,310,556.35 18.6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2,577,492,874.49 2,249,475,684.85 14.58

本报告期

（1-6月）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

减(%)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407,770,991.89 -274,251,994.69 -48.68

营业收入 2,113,605,148.29 2,166,181,803.27 -2.4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4,207,463.61 70,142,399.20 -79.7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

2,115,604.54 84,375,388.44 -97.49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0.56 3.34 减少2.78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27 0.16 -83.13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27 0.16 -83.13

2.2截止报告期末的股东总数、前十名股东、前十名流通股东（或无限售条

件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截止报告期末股东总数（户） 34,394

截止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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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质押或冻结的股份数量

大山私人股份有限公司 境外法人 28.97 155,034,000 155,034,000 质押 155,000,000

桐乡市华友投资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20.34 108,884,000 108,884,000 无 0

中非发展基金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7.59 40,621,028 40,621,028 无 0

中国－比利时直接股权投资基

金

国有法人 6.43 34,400,000 34,400,000 无 0

桐乡华信投资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3.90 20,854,000 20,854,000 质押 20,000,000

湖南湘投高科技创业投资有限

公司

国有法人 3.42 18,289,522 18,289,522 无 0

浙江金桥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2.98 15,932,000 15,932,000 质押 15,841,820

深圳市达晨财信创业投资管理

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1.72 9,193,000 9,193,000 无 0

金石投资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1.37 7,350,000 7,350,000 质押 7,350,000

浙江省科技风险投资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1.30 6,934,472 6,934,472 无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上述股东大山公司实际控制人谢伟通与华友投资实际控制人陈雪

华为一致行动人。

2.3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适用 √不适用

三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经营情况概述

报告期内，我国经济发展步入新常态，经济增速逐步回落，下行压力依然

较大，制造业产能过剩，企业经营困难，大宗商品价格持续下跌和低位运行，融

资、用工等成本高企，汇率波动风险加大。 面对复杂的经济形势和严峻的经营

环境，公司管理层以“稳中求进、强化管理、加快转型” 为工作总要求，以技术

创新、新品研发为路径，围绕“上控资源、下拓市场、中提能力” 这一工作思路，

在全体员工的共同努力下，各项工作取得了显著成效。

（1）主营业务进一步夯实

报告期内， 公司各类钴产品销量总计超过11000吨， 较上年同期增长约

53.9%，公司钴产品产销规模稳居国内钴行业龙头地位。 报告期，各类锂离子电

池正极原材料产品销量8000多吨，较上年同期增长约53.8%，在锂离子电池材

料行业的市场占有率进一步提升。 报告期内，公司钴产品销售收入占总收入比

例超过51%， 较去年同期上升15个百分点， 钴产品作为公司主导产品更加突

出；报告期内，钴产品的毛利率为19.43%，较去年同期提升了6.57个百分点，钴

产品盈利能力进一步增强。

（2）制造能力进一步提升

报告期内，公司上市募投项目“衢州10000吨钴新材料项目” 试产工作稳

步推进，产能逐步释放，2015年6月份,钴产品单月产量基本达到项目原设计月

度平均产量。 衢州项目部分关键经济技术指标达到设计标准，产品端主要生产

装置喷雾四氧化三钴系统稳定运行，整个生产组织和管控能力得到同步提升。

衢州项目在实现达产达标的进程中提升了制造能力， 培养和带出了一支过硬

的队伍，积累了大规模生产组织的经验，为公司未来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3）新品研发稳步推进

报告期内，公司新产品研发与市场开拓工作稳步推进，实现了一批关键技

术的创新与突破，一批新产品、新工艺、新技术得到了转化应用。 公司与国际、

国内一流电池正极材料生产商共建了良好的技术交流和技术合作平台， 针对

不同客户的多样化需求，研究开发出客户定制的多款产品。 其中，1款用于储能

电池，6款用于3C产品电池，3款用于高电压钴酸锂，1款用于无人机高倍率钴酸

锂，2款用于小型圆柱形电池。 为抓住新能源动力汽车的快速发展机会，公司加

大研发投入， 集中力量投入到纯电动汽车和混合动力汽车电池用正极材料前

驱体的研究开发和市场开拓中， 目前用于各类动力汽车电池的前驱体产品研

究开发有4款。 上半年，公司加大了针对国内外知名客户的市场开拓力度，已有

4款新研发产品实现批量生产销售，还有一部分正在批量认证过程中，基本实

现了批量稳定销售一代、客户认证下一代、研发储备新一代，公司逐步进入了

三元前驱体材料供应商行列。

（4）资源控制能力进一步增强

报告期内，公司继续坚定不移地实施非洲的资源开发战略。 非洲资源开发

工作围绕进一步增加钴铜资源控制总量展开， 尤其是进一步增加钴资源控制

量。 报告期内，公司资源自给能力进一步提升，从刚果（金）子公司自供钴矿原

料大幅增加，占当期原料采购总量的71%，较2014年提升了7个百分点，进一步

发挥了资源自给优势，大幅降低了经营成本，提升了经营效益。 6月25日，子公

司CDM公司与刚果国家矿业公司签署了《关于PE527采矿权相关矿权的全部

转让合同》，由CDM公司收购GCM公司持有的PE527采矿权相关的全部权益。

根据 《PE527矿权区铜钴矿资源储量估算报告》，PE527矿权区拥有钴资源

5.54万吨，铜资源36.85万吨。 对PE527矿权的收购，大幅提高了公司钴资源的

总储量。

（5）成本控制成效显著

报告期内，公司大力倡导“开源节流、降本增效” 的经营理念，成本控制已

经成为全体员工的共识，全公司已形成降成本的良好氛围。 总部冶金事业部成

本控制较好，吨钴成本费用不断下降；人力资源岗位优化基本完成，劳动生产

效率进一步提高；财务融资结构进一步优化，融资成本率有所下降；CDM公司

调结构、增产能、降成本工作成绩突出，自供钴精矿产量大幅提升，自供矿料的

相对低成本优势得到进一步发挥， 为公司上半年成本控制工作作出了重要贡

献。

（6）基础管理进一步加强

报告期内，公司始终把“安全环保” 视为企业的生命线，视为公司的生存

权和发展权，没有安全环保，就没有公司的今天，更没有公司的未来。 通过安全

环保制度体系的建设、安全责任的落实和精益化生产、员工的行为规范等，安

全环保措施得到有效落实，报告期内无重大安环事故。

上半年，公司把干部队伍建设放在了基础管理的重要位置。 进一步完善了

技术职务职称评定、岗位竞聘等干部管理体系，上半年完成技术职务职称评聘

78人次，通过技术职务职称认定，为技术人员发展提供了职业发展通道；完成

科级以上干部竞聘33人次，通过竞聘发现、选拔了一批优秀干部，充实了干部

队伍。组织编发了《2015年公司思想文化建设纲要》，在全公司范围开展了“学

纲要、谈体会、强管理、促转型” 的学习活动。 通过学习，进一步凝聚了团队共

识，为公司发展提供了思想文化保障。

(一)主营业务分析

1财务报表相关科目变动分析表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科目 本期数 上年同期数 变动比例（%）

营业收入 2,113,605,148.29 2,166,181,803.27 -2.43

营业成本 1,752,008,424.08 1,791,290,361.33 -2.19

销售费用 36,194,101.80 43,586,598.74 -16.96

管理费用 114,994,920.16 114,419,466.46 0.50

财务费用 152,728,302.63 85,336,963.52 78.97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407,770,991.89 -274,251,994.69 -48.68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47,122,976.71 -609,916,762.43 59.48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004,080,197.27 1,143,782,841.09 -12.21

研发支出 25,657,065.79 25,241,195.17 1.65

营业收入变动原因说明:未重大变动。

营业成本变动原因说明:未重大变动。

销售费用变动原因说明:受CDM粗铜产销量下降导致出口费用降低所致。

管理费用变动原因说明:未重大变动。

财务费用变动原因说明:融资规模大幅增加、募投项目借款利息资本化减

少等原因导致财务费用大幅增加。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变动原因说明: 生产规模扩大， 采购量增

加；同时销售账期延长所致。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变动原因说明: 募投项目主要投资基本完

成，后续再投资逐步减少。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变动原因说明:未重大变动。

研发支出变动原因说明:未重大变动。

2其他

(1)公司利润构成或利润来源发生重大变动的详细说明

无重大变化

(2)公司前期各类融资、重大资产重组事项实施进度分析说明

报告期内，公司短期融资券获准注册，获准注册金额为6.5亿元人民币，并

于5月份发行了2015年第一期短期融资券，发行总额为3亿元人民币，详见公司

2015-031号、2015-034号公告；

报告期内，公司拟定了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 非公开发行方案已获公司三

届十九次董事会和2015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

2015-043号、2015-059号公告。

(3)经营计划进展说明

报告期内，公司较好地执行了公司既定的发展战略和年度经营计划，公司

各项业务发展有效开展，主营业务进一步夯实，制造能力进一步提升，新品研

发稳步推进，资源控制能力进一步增强，成本控制成效显著，基础管理进一步

加强，为完成年度经营计划和实施公司发展战略奠定了良好基础。 详见“经营

情况概述” 。

(二)行业、产品或地区经营情况分析

1、主营业务分行业、分产品情况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主营业务分产品情况

分产品 营业收入 营业成本

毛利率

（%）

营业收入比

上年增减

（%）

营业成本比

上年增减

（%）

毛利率比上年

增减（%）

钴产品 1,075,245,199.76 866,375,494.15 19.43 38.40 27.97

增加6.57�个百

分点

铜产品 782,887,970.72 648,206,023.95 17.20 -27.37 -25.05

减少2.57个百

分点

镍产品 98,886,179.09 102,898,214.55 -4.06 -55.20 -35.98

减少31.24�个百

分点

矿料 144,289,598.73 121,998,479.41 15.45 82.48 59.66

增加12.08个百

分点

其他 11,645,938.05 11,878,935.47 -2.00 88.51 41.42

增加33.96个百

分点

2、主营业务分地区情况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地区 营业收入 营业收入比上年增减（%）

境内 1,142,099,222.92 27.03

境外 970,855,663.43 -23.06

(三)核心竞争力分析

报告期内公司核心竞争力无重大变化。

(四)投资状况分析

1、对外股权投资总体分析

(1)证券投资情况

□适用 √不适用

(2)持有其他上市公司股权情况

□适用 √不适用

(3)持有金融企业股权情况

□适用 √不适用

2、非金融类公司委托理财及衍生品投资的情况

(1)委托理财情况

□适用 √不适用

(2)委托贷款情况

□适用 √不适用

(3)其他投资理财及衍生品投资情况

□适用 √不适用

3、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1)募集资金总体使用情况

√适用 □不适用

单位:万元 币种:人民币

募集年份 募集方式

募集资金

总额

本报告期已使用募集资金总额

已累计使用

募集资金总

额

尚未使用

募集资金

总额

尚未使用募

集资金用途

及去向

2015 首次发行 36,946.35 36,946.35 36,946.35 0

合计 / /

募集资金总体使用情况说明

因本公司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36,946.35万元，小于本公司投入募投项目的

资本金49500万元，已将募集资金净额36,946.35万元优先置换本公司前期

已投入华友衢州募投项目的资本金。

(2)募集资金承诺项目情况

√适用 □不适用

单位:万元 币种:人民币

承诺项目名

称

是否变

更项目

募集资

金拟投

入金额

募集资金

本报告期

投入金额

募集资金

累计实际

投入金额

是否

符合

计划

进度

项

目

进

度

预计收益

产生收

益情况

是否

符合

预计

收益

未达到计

划进度和

收益说明

变更原

因及募

集资金

变更程

序说明

年产1万吨

（钴金属量）

新材料项目

否

36,

946.35

36,

946.35

36,

946.35

否

98

%

32,

762.00

5744.28 否

项目投产

进度未达

预期，铜等

大宗商品

价格下跌。

合计 /

36,

946.35

36,

946.35

36,

946.35

/ /

32,

762.00

/ / / /

募集资金承诺项目使用情况说

明

因本公司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36,946.35万元，小于本公司投入募投项目的资本金

49500万元，已将募集资金净额36,946.35万元优先置换本公司前期已投入华友衢州

募投项目的资本金。

(3)募集资金变更项目情况

□适用 √不适用

4、主要子公司、参股公司分析

单位：万元

子公司名

称

业务性质 主要产品或服务 注册资本 总资产 净资产 营业收入 净利润

宁波紫鑫 贸易、批发业 钴产品的区域销售 200万 - - - 2.25

华友衢州 制造业

钴、镍、铜产品的生产和

销售

70000万 456,671.28 63,273.18 96,385.96 -2,306.98

华友香港 贸易、批发业 钴铜原料及产品的贸易。

22,620万

港币

217,337.63 60,277.02

191,

967.23

666.22

OIM公司 贸易、批发业

从事钴、铜矿料的转口物

流代理业务，并为公司刚

果（金）投资项目提供采

购及物流服务。

ZAR0.

0207

851.68 296.09 386.45 6.72

CDM公

司

贸易、制造业

生产、销售粗铜、电积铜

等产品，同时从事钴矿料

收购及加工业务。

600万美元 205,711.06 42,474.66

108,

939.23

-411.31

SHAD公

司

农业

从事农业开发、农产品加

工及销售

10万美元 4,570.62 -1,898.02 383.68 -264.08

华友矿业

香港

商务、服务业 非洲矿业开发投资平台 1万港币 - - - -

MIKAS

公司

矿山开发及矿

产品销售

从事铜钴矿采选 200万美元 63,074.06 11,660.06 7,230.83 -449.56

力科钴镍 制造业

生产、销售四氧化三钴、

氧化钴等产品

1602万美

元

37,637.30 15,169.89 20,614.84 356.55

华友进出

口

贸易、批发业 进出口业务

10000万人

民币

25,672.24 12,145.31 12,524.03 367.64

宁波紫鑫于2015年5月14日注销。

5、非募集资金项目情况

√适用 □不适用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名称 项目金额

项目进

度

本报告期投入金额

累计实际投入金

额

项目收益情

况

锂离子三元前驱体项目 326,970,000 100% 96,535,459.42 331,874,900 0

四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4.1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对财务报表合并范围发生变化的，公司应当作

出具体说明。

本期共有浙江力科钴镍有限公司等9家子公司纳入合并财务报表范围。

子公司名称 主要经营地 注册地 业务性质

持股比例(%)

取得方式

直接 间接

华友衢州

浙江省衢州

市

浙江省衢州

市

制造业 99 1 设立

华友香港 香港 香港 贸易、批发业 100 设立

OIM公司 南非 南非 贸易、批发业 100 设立

CDM公司 刚果（金） 刚果（金） 贸易、制造业 98 2 设立

SHAD公司 刚果（金） 刚果（金） 农业 82 设立

华友矿业香

港

香港 香港 商务服务业 100 设立

MIKAS公司 刚果（金） 刚果（金）

矿山开发及

矿产品销售

72

非同一控制

下企业合并

力科钴镍

浙江省嘉兴

市

浙江省嘉兴

市

制造业 73.22 26.78

非同一控制

下企业合并

华友进出口

浙江省嘉兴

市

浙江省嘉兴

市

贸易、批发业 100

非同一控制

下企业合并

注：宁波紫金鑫进出口有限公司已于2015年5月14日注销，不再纳入合并

范围。

董事长：陈雪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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