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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评级 
投资评级 持有 

紫金矿业 601899，2899 

上次评级 首次 
目标价格 A 股 10 元 稀贵金属股  业绩稳步增长 
当前市场价格 A 股 8.24 元 

H 股 6.97 港元 

基础数据 
总股本(百万股) 14541 

流通股(百万股) 

A 股 1050 

H 股 4005.4 

总市值（亿元）  1130 人民币 

流通市值（亿元） 335 人民币 

每股净资产 0.41 

资产负债率 40% 

股价相对市场表现 
与上证综指（黑色）比较 

 
数据来源  WIND 

冶金行业分析师： 

李晓红 
电话：021-68761616-8312 
lixh@tebon.com.cn

投资要点： 
 

1、 公司是国内矿产金第1大，世界第十大，集勘探、采

矿、选矿、冶炼的综合性大型资源类企业。 

2、 公司拥有众多的矿权、拥有的黄金资源储备和其他多

种金属矿资源在国内居前列，而且正在向国际资源市

场发展。但在经过高速增长后，公司正处于内涵和外

延方式稳定经营成长期。未来几年发展速度可能低于

上市前几年。 

3、随着成本上升和金矿资源紧缺，需求上升，黄金等贵

金属的价值在价格将维持高位得到体现，预计未来黄

金等贵金属的价格有攀升可能。 

4、公司计划未来稳步扩产黄金和铜，锌等其他金属生产

量，由于成本上升和矿山项目投资期长，毛利润在下

降之中。 

5、公司未来业绩增长的主要来源，是黄金价格上升和公

司在资源方面的投资与运作。 

 

投资评级：持有

 

相关研究： 盈利及估值预测（单位：百万元、倍） 
 财务预测与估值 2006A 2007E 2008E 2009E

 主营收入 10778 15047 20000 24000 

 主营收入增长率 251% 40% 32.9% 20.00%

 归属母公司净利润 1700 2548 3627 4512 

 净利润增长率 143% 49% 42.3% 24.4%

 ROE（期末净资产收益） 46.48% 47.75% 21.4% 20.00%

 EPS（全面摊簿，元） 0.13 0.19 0.235 0.292 

 P/E / 43.3 35 29 

地址：上海市福山路 500 号 26 楼 

 

P/B / 20 7.0 5.60 

  PEG / 1.08 0.83 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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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文 

一、 公司发展简历 

紫金矿业是一家从上杭紫金山金矿开发起步，以紫金山金铜矿为基地，选用了投资额低、生产成

本低的堆浸工艺，1993 年到 2000 年，紫金山依靠自身发展的积累，进行了一、二、三、四期技改，

迅速做大做强，该矿成为中国单体矿山保有可利用储量最大、采选规模最大、黄金产量最大、矿石入

选品位最低、单位矿石处理成本最低、经济效益最好的黄金矿上。紫金山金铜矿获得“中国第一大金

矿”称号。同时紫金矿业还是中国第三大矿产铜生产企业（子公司阿舍勒铜业（51%）也已成为中国

第 5 大铜精矿生产商）和中国六大锌生产企业之一。紫金矿业目前黄金自产矿在国内第一位，其它

十有色金属有重要地位，并在 A股和 H股整体上市的面向全球的黄金企业。 

根据中国黄金协会2007年统计，集团2007年度生产黄金52.294吨，其中矿产金24.827吨，分别占

全国产金产量的19.33%，矿产金产量的10.50%。矿产金占全国矿产金总量的10.50%；公司是中国矿产

金产量最大的企业，公司2006年矿产铜占全国矿产铜总量的5.35%，子公司阿舍勒铜业已成为中国第5 

大铜精矿生产商。 

按2007 年黄金企业产量排名，公司在世界主要黄金矿业公司中居第10 位。2007年10月， 国家统

计局公布结果，紫金矿业名列2006年“中国大企业集团竞争力十强”第7位。在国内外拥有80余家子

公司和分公司，总资金近250亿元的矿产资源勘查和开发为主的大型矿业集团。公司在矿产勘探、开

发实践中形成了独特的矿产资源评价能力，拥有的矿产资源量遍及全国20 个省（区）以及俄罗斯、

塔吉克斯坦和秘鲁等国家。 

公司也是国家火炬计划重点高新技术企业，拥有黄金行业的首家博士后科研工作站；国家级企

业研究开发中心”。拥有实用新型专利和发明专利共11 项。公司主要在低品位金矿资源利用、难处

理金矿应用技术和湿法冶金技术研究及应用方面居行业领先地位，为公司未来控制和开发其他低品

位、难处理矿山提供了可靠的技术准备，是公司的核心竞争力。 

目前公司被列入由英国金融时报及伦敦证券交易所共同设立的——富时指数集团FTSE 矿山指

数，这是中国第一家企业入选该指数；2006 年3 月被列入道琼斯中国海外50指数。 

 

二、 公司主要业务构成 

1、 主要盈利企业 

公司是中国控制金属矿产资源最多的企业，公司目前矿产金产量主要来源于三大主矿山：紫金

山金矿（权权100%）、贵州水银洞金矿（56%）、珲春金铜矿（100%），该三大矿山2006 年黄金产量

占公司矿产金产量的88%。 

紫金山金矿是国内最大的正在开发的单体矿山，是国内矿山采选规模最大、单个黄金矿山产量

最高的黄金单体矿山。紫金山金矿日处理矿石量能力为80000 吨，该矿2007 年矿产金产量为15.89 

吨，阴极铜产量为8032.26 吨。由此产生的规模效益较为显著。紫金山金铜矿地处福建省上杭县紫金

山。紫金山金铜矿其核心企业。 

请务必阅读正文后的免责条款部分                                                 



                                                           公司深度研究报告       page 3

贵州水银洞金矿日处理矿石量能力为1000 吨，珲春金铜矿（100%）日处理矿石量能力为5500 吨，

紫金山金矿、珲春金铜矿和贵州水银洞金矿的处理规模在国内排在前列。  

2、 主业构成 

2007 年度公司实现主营业务收入 150.47 亿元，利润总额 44.28 亿元，净利润 25.48 亿元。公

司 2005 年度至 2007 年度，主营业务收入年复合增长率高达 121.43%，利润总额年复合增长率达

98.13%，净利润年复合增长率达 91.08%。2005 年以来主营业务收入大幅度增长的主要原因是洛阳冶

炼金业务高增长，2007 年占当年主营业务收入的比例 30.18%。但冶炼金业务毛利率只有 0.24%。 

截止2007年公司的产品结构在表1中，黄金，铜和锌是主要的三大产品，分别占到公司07年主

业收入的93.75%和利润总额的93.55%9（表2）。由于自产矿的毛利润很高，均在50%以上，其比例对

公司业绩更加重要。表1-3显示公司自产矿情况，2007年自产黄金24.83吨，自产铜6.98万吨，主产品

中自产锌矿比例太小，只占到总收入的0.59%，可见自产黄金和铜矿是主要利润来源。 

表1、   2007 年公司主产品生产情况 

品种 产量 产品细分 

黄金 52.3吨 矿产金24.83吨，冶炼金27.46吨 

铜 4.91 万吨 阴极铜0.81 万吨、含量铜3.92 万吨、铜板带0.18 万吨 

锌 15.92 万吨 锌锭11.42 万吨、含量锌4.50 万吨 

 

表2、  2007 年公司收入和利润构成 

公司主产品 占销售收入的比例 占主营业务利润比例 

黄金产品 59.69% 50.96% 

铜产品 15.39% 30.19% 

锌产品 18.67% 12.40% 

合计 93.75% 93.55% 

资料来源；公司招股书材料 

 

表3、2007年主营产品与收入、利润构成 

产品 营业收入 

(万元) 

营业利润 

(万元) 

毛利率 

(%) 

占主营业务收入比

例(% )  

矿产金 398106.1 277686.1 69.75 26.46 

冶炼金 454162.8 1083.3 0.24 30.18 

金精矿 45851.3 23602.3 51.48 3.05 

铜精矿 190213.9 146800.2 77.18 12.64 

阴极铜 41409.0 32364.9 78.16 2.75 

锌精矿 8864.2 6378.1 71.95 0.59 

锌锭 272015.1 67178.4 24.70 18.08 

铁精矿 45013.6 30620.5 68.03 2.99 

其他 49076.8 7695.4 15.68 3.26 

合计 1504712.7 593409.1 39.44 100.00 

 

3、自产矿的在收入和利润中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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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自产黄金和铜矿是决定利润的主要来源，表 4-表 6 中，列出公司主要矿山的业绩情况，2007

年占主业利润 5%以上是公司矿山是紫金山金铜矿、阿舍勒铜锌矿、水银洞金矿和曙光金铜矿，以上 4

座矿山，在主业利润中比例 75.24%。而紫金山金铜矿和曙光金铜矿的品位较低，显示了公司在低品

位处理方面的技术优势。但自产矿的增长速度并不很快，最好的紫金山金铜矿 2005 年到 2007 年平静

增长率 12.6%，水银洞金矿没有增长（表 6），这都是公司未来必须重视的问题，所以公司加大了探

勘，采选的力度。 

表4、2007年紫金山金铜矿等主要矿山占公司主营业务收入与利润比例 

公司矿山 主营业务收入

（万元） 

比例%  主业利润 比例% 

紫金山金铜矿 333,935.85 22.19%  226,391.62 39.32% 

阿舍勒铜锌矿 172,243.32 11 .45%  144,373.94 25.07% 

水银洞金矿 43,305.73 2.88%  30,451.04 5.29% 

曙光金铜矿 47,399.60 3.15%  31,992.00 5.56% 

巴彦淖尔紫金 286,107.60 19.01%  20,854.65 3.62% 

洛阳紫金 441,674.80 29.35%  1,498.34 0.26% 

合 计 1,324,666.90 88.03%  455,561.59 79.11% 

 

表 5、  2007 年公司的自产矿情况 

主要的金矿矿山 矿石量 品位 产金属量 

紫金山金铜矿 301,271,635 吨 0.51 克/吨 154,431 公斤 

曙光金铜矿 126,257,199 吨 0.57 克/吨 69,850 公斤 

水银洞金矿 8,530,653 吨 7.12 克/吨 60,757 公斤 

 

表6、最近三年，主要矿山及冶炼企业黄金生产情况（单位：公斤） 

黄金生产单位 2005 年 2006 年 2007 年 平均增长率 

紫金山金铜矿 11,489 13,503 15,893 12.6% 

水银洞金矿 2,509 3,244 2,354 -2% 

洛阳紫金（冶炼金） 4,881 27,659 26,051 144.57% 

 

三、 公司资源的金属构成 

截至2007 年底，公司所属矿区范围内主要矿种保有矿产资源/储量分别为金金属量638.19 吨（含

伴生金98.05 吨）、铜金属量937.11 万吨和锌金属量318.81 万吨（表7），紫金矿业已成为中国控

制金属矿产资源最多的企业之一，除黄金矿储量与中金黄金和山东黄金储量接近外，铜矿资源也与国

内主要生产企业江西铜和云南铜业的储量接近。 

另外公司及子公司共拥有采矿权32 项，矿区面积合计54.02 平方公里，拥有探矿权165 项，矿

区面积合计5,074.36 平方公里。这部分的矿产资源/储量及扩充的潜能目前还不明确，也是公司未来

主要的潜力所在。 

表7、截至2007 年末，公司保有的矿产资源/储量统计 

矿 种 储 量 矿 种 储 量 

黄金（含伴生金、吨） 638.19 铅（万吨） 52.47 

请务必阅读正文后的免责条款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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铂钯（吨） 151.36 镓（万吨） 7372 

铜（万吨） 937.11 镍（万吨） 66.75 

锌（万吨） 318.81 锡（万吨） 9.93 

钼（含伴生钼、万吨） 38.52 钨（万吨） 6.36 

铁（亿吨） 1.68 煤（亿吨） 3.01 

资料来源公司招股书，（注：非控股公司储量按权益折算） 

 

四、黄金行业状况与上市公司比较 

     

纯金属黄金具有金融，货币和消费品的多重属性，黄金的资源稀缺性、和矿资源的小矿型与低

品位又决定了难以进行工业大规模生产。全球未来几年，黄金供给增长很有限，而黄金需求在不断增

加，黄金供不应求的基本格局不但没有改变而且可能加剧。 

从黄金的价格表现看，近年来为持续上涨趋势，2005 年、2006 年国际金价涨幅分别为15.5%

和36%。2007 年，国际金价全年平均为695.39 美元/盎司，同比增长15.23%。2008年以来截止目前涨

幅度18%，目前价格接近1000 美元/盎司。对其的合理定位众多机构看涨，很可能黄金价格保持高位

运行或有可能逐渐上升，因而对黄金类上市公司还需继续重点关注。 

 

1、预计 08 年我国将取代南非成为世界第一大黄金生产国 

在世界 80 多个黄金生产国中，黄金主要产区是美洲、亚太地区和非洲，2006 年矿产金前 4大

生产国是南非（291.8 吨），澳大利亚（244.5 吨），美国（251.8）和中国（247.2）。 

中国是黄金产业发展最快的中国之一，还在 2000 年我国产金 175 吨，名列世界第４位；2007

年，中国黄金产量达到 270.49 吨，5 年增长 54.5%，平均增长 5%。而 07 年同比增长 12.67％。明显

增长加快。 相比之下，2007 年南非黄金产量为 272 吨。按照目前行业的生产速度，预计我国黄金行

业在 08 年将将成为世界最大的黄金生产国，同时成为世界主要黄金消费国。 

2、中国黄金消费情况 

 2006 年世界黄金总需求量为3915 吨，其中首饰用量占72.8%，其他制造业15.22%，金条囤积6.8%，

其他11.98%。首饰用金是黄金消费的主要领域。目前，印度、意大利、土耳其和中国是K金的最大消

费国，约占全球K 金总消费量的40%。印度的黄金消费稳居世界第一，目前印度的年黄金消费量在600 

吨左右，约为中国消费量的两倍。 

根据中国黄金协会资料，2007 年中国内地，黄金需求达到326.1吨，比2006年高出26%，我国黄

金首饰需求达到了302.2 吨，年度增长幅度高达20%，超出当年产量55吨。我国的黄金用途中首饰消

费占比非常高，达93%，为世界第二大黄金首饰消费国。 

而目前我国人均黄金拥有量较低，人均黄金拥有量仅为3 克，与世界人均水平为25 克，还有很

大差距，预计随着中国和印度经济的快速发展和居民收入水平的快速提高，黄金消费预计将随之明显

增加。 

根据《我国黄金工业“十一五”规划及可持续发展研究》有关预测，2010 年我国黄金市场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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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为400 吨，2020 年预测市场需求量将达到600 吨。 

3、我国的黄金资源情况 

  据有关机构分析测算，目前我国黄金资源量在 1.5－2 万吨，保有黄金储量为 4634 吨，其中岩金

2786 吨，沙金 593 吨，伴生金 1255 吨，探明储量排名世界第 7位。 

  此外，2007 年新发现重要黄金矿山资源中有５个主要金矿床：冈底斯雄村铜金矿、青海大场金

矿、甘肃省甘南地区阳山金矿、山东省莱州市寺庄金矿、海南抱仑金矿。其中，甘肃省阳山金矿黄金

资源量达 308 吨，成为中国首座（200 吨储量）以上的超大型独立金矿。  

4、我国黄金生产企业 

  我国已拥有从勘探、开采、加工到冶炼为一体的完整专业化黄金产业链，技术能力较强，部分水

平达到国际先进水平。现有规模以上重点黄金矿山 330 家，日采选规模约 11 万吨，年生产能力 230

多吨。表 8中为 2007 年中国黄金生产状况，产量 270.49 吨，小于表 1中总产量，原因是统计数据存

在重复计算。2008 年 1－4月份我国黄金产量与去年同期相比增长 5%左右，预计下半年将会进一步增

长。 

表 8、  2007 年中国黄金生产情况 

企业类型 产量（吨） 同期增长率 注释 

矿产金 236.52 10.88% 采选矿 

黄金冶炼企业 79.923 9.47% 专业黄金冶炼 

有色金属企业 48.63 25.16% 通常为副产品 

总计 365.073 12.67% 扣除重复计算 

 

5、对黄金价格高位运行的判断 

美元贬值和原油价格上涨支出黄金价格 

研究资料显示，黄金和原油都与美元负相关，美元对人民币的不断贬值，和全球性通胀，导致包

括稀贵在内的黄金等全球贵金属的价格重新定位，抵御通货膨胀黄金价值含量逐渐显露，美元贬值和

通货膨胀加剧时往往会刺激对黄金保值和投资增加，需求上升。 

原油和黄金都是非常重要的战略储备，黄金和原油价格长期以来都呈现正相关关系。 2007年1月

至目前，国际原油价格从55美元/桶涨到目前的140美元/桶，涨幅度155%。 

金矿产业投资周期长、开采成本在提高 

矿产黄金的开采，从地点勘探到发现黄金，依正常的进度需6 年左右才能实现规模化生产黄金，

仅地质勘探就需要2～3 年。基于以上因素，全球矿产金数量短期内不可能快速增长。同时，在矿资

源价格，能源，和通胀背景下，世界主要黄金生产企业的，原料冶炼与矿开采成本在增加，推动黄金

价格上涨 

有限的储量和可预见的可开采时间 

按照全球探明黄金储量 44000 吨左右，能够开采的年份不足 20 年，我国开采年限与世界大致相同，

大多数现有矿山开采期 10 年左右，在未来可预见的生产量和开采期，黄金的价值将在价格上得到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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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 

资源品可比较价格显示，黄金价格升幅度较小 

比较原油，稀贵金属等，黄金的累计价格涨幅度并不大，2006 年初至今涨幅度 80%，而同期铜

涨 100%，从几年前的价格最低点累计涨 6 倍以上，黄金累计价格涨幅度低于许多有色金属价格涨幅

度。预计未来数年国际黄金价格仍将保持高位运行。黄金行业的市场未来的成长空间十分广阔。 

6、A 股黄金上市公司比较 

资源状况比较 

目前 A 股从事黄金矿采选与冶炼的上市公司有 5 家（在表 9 中），公司资料显示，黄金企业主

要盈利是自产矿黄金和其他短缺的资源品，外购的冶炼加工黄金的利润率一般不到 1%。所以黄金自

产能力决定公司利润，而拥有的矿资源量又决定企业盈利前景，从目前公布的资料看，紫金矿业、山

东黄金和中金黄金是黄金储量前三佳。 

表 9中，在考虑了公司未来可能增加的资源量储量后，折算了每股的黄金资源量，中金黄金和山

东黄金分别为 2.3 克和 1.97 克，其他几家公司这一指标都很小，特别是紫金矿业，虽然总的储量最

大，但由于股本太大，每股只有 0.07 克，这状况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其股票所含的资源价值。值得

一提的是紫金矿业有巨大的未探明贮量目前无法计算价值，如紫金矿业公司及子公司拥有的采矿权

32 项，矿区面积合计 54.02 平方公里，探矿权 165 项，拥有矿区面积合计 5,074.36 平方公里，这

部分资源价值由于资源量不明，其潜力无法计算。 

 

表 9、上市公司黄金资源量比较 

股本(亿)  黄金储量/未来储量（吨）  每股含金量    07年产量（吨）                

                                 矿产     冶炼                  

紫金矿业          145          670/1000             0.07克        24.83   27.46 

中金黄金          3.59         292/800              2.3克         4.68    66.27 

山东黄金          3.56         162/700              1.97克    (5.45)6.2  未公布 

辰州矿业          5.47         25/131               0.24克        1.61     1.75   

恒邦股份       0.958          35/40                0.42 克        1.72    8.094 

预估储量来源：广发证券黄金行业与公司报告 

 

经营状况比较 

5 家上市公司中，紫金矿业由于 4月刚发行 A股，未公布 08 年 1 季度报告，其余 4家中，山东

黄金和中金黄金 2007 年以来业绩持续高增长，08 年 1 季度营业收入分别同比增长 203%和 167%，同

期利润（总额）分别增长 121.8%和 54.8%，显示利润增长幅度低于收入增长幅度。 

利润率指标情况，紫金矿业远远高于其他公司，销售毛利润和净利润率 2007 年分别为 39.4%，

23.37%，是同期山东黄金和中金黄金的好几倍。主要原因是紫金矿业自产矿 07 年有 24.83 吨，是中

金黄金和山东黄金的好几倍，这就是紫金矿业以上指标远高于中金黄金和山东黄金基础。同时资金矿

业的铜（矿）产品也占有较大比例，这部分毛利率高达 77%，  

同样紫金矿业 2007 年的净资产收益率高达 56.3%，而山东黄金和中金黄金分别只有 27.36%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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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43%；恒邦股份的各项指标也很不错，只是在行业中地位在紫金矿业，中金黄金和山东黄金之后，

而辰州矿业各经营状况总体不理想。 

图 1、黄金 A股上市公司经营业绩比较 

 

           

黄金上市公司营收增长率

-50

0

50

100

150

200

250

300

20
05
年

20
06
年

 2
00
7年

08
年
1季

度
(M
RQ
)

时间

增
长

率
%

紫金矿业

中金黄金

山东黄金

辰州矿业

恒邦股份

 

              

黄金上市公司利润总额增长率

-50

0

50

100

150

200

250

 2005年 2006年 2007年 2008一季

时间

增
长
率

紫金矿业

中金黄金

山东黄金

辰州矿业

恒邦股份

 

                  

黄金上市公司销售净利润率比较

0

5

10

15

20

25

2006年 2007年 2008一季

时间

销
售
净
利
润
率
% 紫金矿业

中金黄金

山东黄金

辰州矿业

恒邦股份

 

请务必阅读正文后的免责条款部分                                                 



                                                           公司深度研究报告       page 9

                   

黄金上市公司销售毛利润率比较

0

10

20

30

40

50

60

2005年度  2006年度 2007年

时间

毛
利
润

率
%

紫金矿业

中金黄金

山东黄金

辰州矿业

恒邦股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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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公司发展与盈利预测 

1、公司投资项目情况 

2008年4月紫金矿业通发行10。5亿A股，募集74亿元，公司主要投资项目在表8中，其余23.6亿元

资金取代银行贷款，从而降低公司财务费用。公司投资主要是增加黄金等多种金属资源，增加资源勘

探的投入，加快矿山建设和扩大生产规模，并近一步开拓国际资源与冶炼投资项目。 

表10中为公司招股书中在2010年产生效果的募集资金用途项目，表11中为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以外，

公司在投资的2010年内能够生产效益的项目， 

 

表 10  公司 49 亿元募集资金投资项目 

投资项目 投资额（万

元 

完成时间 项目效果 利润 

紫金山金铜矿联合

露天开采项目 

152,104.0

8 

2010 年 年新增黄金产量约3吨，

新增阴极铜20,000吨 

达产后年新增利

润总额60,151.78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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珲春紫金曙光金铜

矿改扩建工程 

46,150.00 2008年 新增产铜7,524吨，含量

金1,940.4kg；新增砂金

138.6kg 

利润13,729 万元

日处理200 吨难选

冶金精矿冶炼提金

工程 

19,838.00 2008年 年生产金锭2,651.66公

斤银锭4,558.92公斤、

白砷2,970吨、硫酸

41,706.94吨 

新增利润总额

2,345.01 万元 

矿产资源勘探项目 35,700.00 

 

2010年 预计探明并增加多种金

属储量（见注释） 

 

收购中寮铜矿区五

子骑龙—浸铜湖矿

段地质详查勘查区

探矿权项目 

5 

19,800.00 

 

2007年 新增铜金属量

120,725.05 吨 

 

增资紫金铜冠，用

于收购英国蒙特瑞

科公司股权项目 

60,300.00 

 

2010年 控制铜金属量412.83 

万吨；钼18.32 万吨 

净现值（贴现率

8%）354.1 百万美

元。 

收购塔吉克斯坦

ZGC 金矿及开发项

目 

130,534.5

0 

 

2007年 公司增加权益黄金储量

130吨 

2007年有400-600

万元利润 

收购紫金龙兴（拥

有图瓦克兹尔—塔

什特克铅锌多金属

矿矿权）70%股权项

目 

27,160.00 2014年能

够投产 

获得金属量铅20.23 万

吨；锌129.48 万吨；铜

8.23 万吨；黄金1.51 

吨；银847.9 吨 

年均税后利润

18,254.28 万元 

注释：在表中矿产资源勘探项目预计效果如下： 

（1）紫金山金铜矿区及其外围，新增铜金属量78.96 万吨，  

（2）曙光金铜矿勘查预期成果：新增黄金金属量18.5 吨，铜金属量6.02 万吨。 

（3）义兴寨金矿勘查预期成果：黄金金属量13.45 吨， 银金属量121.07 吨；锌金属量 1.28 万吨。 

（4）乌吐布拉克铁矿补充详查及外围地质勘查预期成果：铅锌金属量10 万吨。 

（5）福兴铜矿普查预期成果：新增铜金属量38 万吨 

（6）东坑金矿区详查预期成果：新增黄金金属量11.28 吨， 

（7）银岩锡矿区勘探预期成果：新锡金属量10.02 万吨；钼金属量1,383 吨；钨金属量2,057 吨。 

（8）马石铜矿区勘查预期成果：新增铜金属20 万吨。 

 
表 11、公司在 2010 年前产生效益的其他在投资项目 

项目 投资额(万元) 预计效果 投产时间

图瓦多金属矿开发项目 153,425 新增锌产量 8 万吨/年；铜产量

3500 吨/年；产铅 1 万吨/年 

2010 年 

伊朗 Sari Gunay 金矿

收购及开发 

138,700 新增黄金资源量 267 吨；新增

黄金产量 4吨/年 

2009 年 

巴彦淖尔紫金年产10 

万吨锌冶炼扩建项目 

49,607 新增 10 万吨/年精锌  2009 年 

信宜紫金银岩锡矿低品

位锡多金属矿采选配套

21,450 新增锡产量3000 吨/年，钼产量

200 吨/年 

2008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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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改项目 

秘鲁白河铜钼矿开发项

目 

125,300 新增铜产量22 万吨/年；钼产量

3000 吨/年 

2010 年 

西藏玉龙铜矿建设开发

项目 

27,000 新增 3 万吨/年电解铜 2009 年 

崇礼紫金矿业有限公司

河北省崇礼县东坪金矿

技改 

7,500 新增黄金产量 1.5 吨/年 2008 年 

乌拉特后旗紫金矿业有

限公司内蒙古乌拉特后

旗三贵口铅锌矿技改 

15,000 新增锌资源量200 万吨以上；新

增锌产量 7 万吨/年 

 

2010 年 

 

贵州紫金矿业股份有限

公司贵州省贞丰县水银

洞金矿三期技改 

4,000 新增黄金资源量10 吨；新 

增黄金产量 1.1 吨/年 

2008 年 

 

新疆紫金矿业有限公司

新疆乌恰县乌拉根铅锌

矿项目 

24,000 新增锌资源量100 万吨，新增处

理矿量330 万吨/年 

2010 年 

 

河南金达矿业有限公司

河南商城县汤家坪钼矿

开发 

8,100 新增钼产量 3000 吨/年 2010 年 

贵州务川紫金地矿资源

有限公司贵州务川县氧

化铝项目 

111,400 新增铝土矿4397 万吨；新增氧

化铝产量80 万吨/年 

2010 年 

 

福建马坑矿业股份有限

公司福建马坑铁矿技改

工程 

15,000 新增铁精粉产量250 万吨/年 2011 年 

 

以上项目从公司了解的情况看，国外投资项目中，只有塔吉克斯坦的黄金公司JV Zeravshan LLC

（简称“ZGC”）75%的股权项目正常，预计2008年有几百万元的利润（该公司2007 年度实现净利润

614.67 万元），图瓦多的矿业进度正常外，其余海外项目存在很的变数。 

国内投资项目中，西藏玉龙铜业项目，目前进展很困难，水银洞，青海德尔呢铜矿（08年1

万吨精矿）等是重点发展项目。 

由于许多项目从探矿开始，进度太慢，建矿可还需要 3年的时间，2008 年-2010 年公司发展进入

一定速度的稳定增长时期。  

2、业绩预测与价值分析 

从公司过去的十四年发展看，公司资产、销售、利润三大指标年均增长 68%以上。从公司投资项

目和生产计划看，2008-2010 年生产的资源增长在表 10 中。 

 

表 10、公司计划 2008-2010 年主要新增加的产量和资源 

品种/时间 2008 年 2009 年 2010 年 

黄金：     自产 5 吨 4 吨 3 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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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源储备 10 吨 267 吨 

铜：        自产 

资源储备 

2 万吨 3 万吨 24 万吨 

锌：       自产  

资源储备 

 10 万吨 15 万吨 

300 万吨 

铝土矿：氧化铝 

资源储备 

  80 万吨 

4397 万吨 

注：上表中暂时未考虑收购英国蒙特瑞科公司股权项目涉及的储备，因情况复杂。 

公司 08 年生产计划是自产黄金 30 吨，冶炼金 25 吨，总产量 55 吨，其他增加的产量在表 10 中，

未列入表 10 的还有生产计划：新疆 100 万吨铁精矿，2008 年增加生产锡 3000 吨，白银 4.56 吨，白

砷 2970 吨，硫酸 4.17 万吨，2010 年的生产金属钼 8000 吨；铅 1万吨； 

公司可能通过收购现有企业和股权，考虑增加成长速度，同时预计 08 年成本有所上升，可能利润

率有所下降。 

业绩预测结果在表11中，其他条件是铜和黄金价格维持高位，并参考产品价格对公司2007 年度

主营业务收入的敏感性分析结果，黄金价格下降1%，公司主营业务收入将下降0.6%；锌锭价格下降1%，

公司主营业务收入将下降0.18%；阴极铜价格下降1%，公司主营业务收入将下降0.03%。公司由24亿元

的银行贷款减少，财务费用下降等。 

 

表11、紫金矿业截止2009年预计业绩 

参数 2007 年 2008 年 2009 年

一、营业总收入（万元） 1504713 2000000 2400000

二、营业总成本（万元） 1057259 1434870 1,600,000.00

   营业成本（万元） 911304 1203000 1,400,000.00

营业税金及附加（万元） 17586 23565 28,000.00

     销售费用（万元） 25410 34170 44,421.00

      管理费用（万元） 77657 90000 117,000.00

      财务费用（万元） 25208 14000 14,000.00

三、其他经营收益    

    投资净收益（万元） 16325 16000 16,000.00

其中：对联营企业和合营企业的

投资收益（万元） 
7379 7500 7,600.00

四、营业利润（万元） 463864 651,265.00 812,579.00

 加：营业外收入（万元） 3883 4,000.00 4,100.00

  减：营业外支出（万元） 24895 25,000.00 25,000.00

五、利润总额（万元） 442852 630,265.00 791,679.00

      减：所得税（万元） 91245 129,859.48 169,120.92

六、净利润（万元） 351607 500,405.52 622,558.08

减：少数股东损益（万元） 96775 137,729.75 171,350.57

归属母公司所有者净利润（万元） 254832 362,675.77 451,207.51

七、基本每股收益： 0.19 0.23 0.2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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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评级 

 
一、行业评级 

 

推荐 – Attractive：  预期未来 6个月行业指数将跑赢沪深 300 指数 

中性 – In-Line：    预期未来 6个月行业指数与沪深 300 指数持平 

回避 – Cautious：   预期未来 6个月行业指数将跑输沪深 300 指数 

 

二、股票评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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买入 – Buy：        预期未来 6个月股价涨幅≥20% 

增持 – Outperform：  预期未来 6个月股价涨幅为 10%-20% 

中性 – Neutral：     预期未来 6个月股价涨幅为-10% - +10% 

减持 – Sell：        预期未来 6个月股价跌幅>10% 

 

重要声明 
本报告中的信息均来源于已公开的资料，我公司对报告中信息的准确性及完整性不作任何保证，不保证该信息未经任

何更新，也不保证本公司作出的任何建议不会发生任何变更。在任何情况下，报告中的信息或所表达的意见并不构成

所述证券买卖的出价或询价。在任何情况下，我公司不就本报告中的任何内容对任何投资作出任何形式的担保。我公

司及其关联机构可能会持有报告中提到的公司所发行的证券并进行交易，还可能为这些公司提供或争取提供投资银行

或财务顾问服务。我公司的关联机构或个人可能在本报告公开前已经使用或了解其中的信息。本报告版权归德邦证券

有限责任公司所有。未获得德邦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事先书面授权，任何人不得对本报告进行任何形式的发布、复制。

如引用、刊发，需注明出处为“德邦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且不得对本报告进行有悖原意的删节和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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