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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示文件 
2021 年度企業年度報告書 

 
本公告乃根據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第 19A.50 條而發出。 
 
茲載列紫金礦業集團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簡稱「本公司」）於國家企業信用信息公示系統

（http://www.gsxt.gov.cn）上披露之《紫金礦業集團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度報告》（「2021 年

度企業年度報告書」）。2021 年度企業年度報告書是根據企業信息公示相關要求進行的申報

及公示，僅供參考。 
 

 

 
2022 年 5 月 31 日 中國福建 
*本公司之英文名稱僅供識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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紫金矿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 类型 : 网站

贵州紫金矿业股份有限公司

·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注册号 : 91520000730977278E

福建上杭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注册号 : 91350800557577704X

信宜紫金矿业有限公司

·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注册号 : 91440983664984364K

黑龙江紫金矿业有限公司

·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注册号 : 912301006061081200

河南金达矿业有限公司

·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注册号 : 914100007779773717

紫金智信（厦门）科技有限公司

·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注册号 : 91350200MA8TLJQQ2J

云南华西矿产资源有限公司

·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注册号 : 915300007571955831

紫金国际控股有限公司

·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注册号 : 91460400MA5TQJ1G3C

厦门紫金新能源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注册号 : 91350200MA8UDA6H4X

企业年报信息由该企业提供，企业对其年报信息的真实性、合法性负责

基本信息

 91350000157987632G   紫金矿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上杭县紫金大道1号   364200

 0597-3833015   zjky@zjky.cn

 企业选择不公示   企业选择不公示

 开业   企业选择不公示

 是   是

 是   否

 矿产资源勘查；金矿采选；金冶炼；铜矿采选；铜冶炼；信息系统集成服务；信息技术咨询服务；珠宝首饰、工艺美术品、矿产品、机械设备、化工产

品（不含危险化学品及易制毒化学品）的销售；水力发电；对采矿业、酒店业、建筑业的投资；对外贸易；普通货物道路运输活动；危险货物道路运输活动。铜矿金矿露天开

采、铜矿地下开采；矿山工程技术、矿山机械、冶金专用设备研发；矿山机械、冶金专用设备制造；旅游饭店（限分支机构经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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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东及出资信息

序号 股东 认缴出资额（万
元）

认缴出资时间 认缴出资方式 实缴出资额（万
元）

实缴出资时间 实缴出资方式

1
境外上市的外资股

（H股）股东
57369.4 2003年12月23日 货币 57369.4 2003年12月23日 货币

2
闽西兴杭国有资产
投资经营有限公司

60835.17704 2008年4月25日 货币 60835.17704 2008年4月25日 货币

3
社会公众股（A

股）股东
145096.54536 2008年4月25日 货币 145096.54536 2008年4月25日 货币

首页 企业信息填报 信息公告 使用帮助 导航 18606...

企业信用信息 |  经营异常名录 |  严重违法失信名单

请输入企业名称、统一社会信用代码或注册号

2021年度报告 0条修改记录 填报时间:2022年05月06日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注册号：. 企业名称：.

企业通信地址：. 邮政编码：.

企业联系电话：. 企业电子邮箱：.

从业人数：. 其中女性从业人数:.

企业经营状态：. 企业控股情况:.

是否有投资信息或购买其他公司股权：. 是否有网站或网店：.

是否有对外提供担保信息：. 有限责任公司本年度是否发生股东股权转让：.

企业主营业务活动:.

网站或网店信息 共计 1 条信息

· 网址 : www.zjky.cn

对外投资信息 <<查看全部>>共计 57 条信息

共 查询到 3 条记录 共 1 页 首页 上一页 1 下一页 末页

http://fj.gsxt.gov.cn/subPubSys-350000.html
http://220.160.53.129:8191/cear-front/#/login
http://fj.gsxt.gov.cn/%7B563083683E1122BACD26446B1CCDA0F61DE423547B8253B407283428A72807150605060506B14C211D41-1653613113686%7D
http://fj.gsxt.gov.cn/affiche-query-info-help.html
javascript:;
javascript:;
javascript:;
http://fj.gsxt.gov.cn/corp-query-entprise-allInfo-forgruAllInfo-PROVINCENODENUM35000037ad5a6906414ef08b4bd05a3c0dde60.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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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资产状况信息

资产总额 企业选择不公示 所有者权益合计 企业选择不公示

营业总收入 企业选择不公示 利润总额 企业选择不公示

营业总收入中主营业务收入 企业选择不公示 净利润 企业选择不公示

纳税总额 企业选择不公示 负债总额 企业选择不公示

对外提供保证担保信息

序号 债权人 债务人 主债权种类 主债权数额 履行债务的期限 保证的期间 保证的方式

企业选择不公示

股权变更信息

序号 股东 变更前股权比例 变更后股权比例 股权变更日期

暂无股权变更信息

社保信息

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 2298人 失业保险 2298人

职工基本医疗保险 2298人 工伤保险 2298人

生育保险 2298人

单位缴费基数

单位参加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缴费基数 企业选择不公示

单位参加失业保险缴费基数 企业选择不公示

单位参加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缴费基数 企业选择不公示

单位参加生育保险缴费基数 企业选择不公示

本期实际缴费金额

参加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本期实际缴费基数 企业选择不公示

参加失业保险本期实际缴费基数 企业选择不公示

参加职工基本医疗保险本期实际缴费基数 企业选择不公示

参加工伤保险本期实际缴费基数 企业选择不公示

参加生育保险本期实际缴费基数 企业选择不公示

单位累计欠缴金额

单位参加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累计欠缴金额 企业选择不公示

单位参加失业保险累计欠缴金额 企业选择不公示

单位参加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累计欠缴金额 企业选择不公示

单位参加工伤保险累计欠缴金额 企业选择不公示

单位参加生育保险累计欠缴金额 企业选择不公示

修改信息

序号 修改事项 修改前 修改后 修改日期

暂无修改信息

共 查询到 0 条记录 共 0 页

共 查询到 0 条记录 共 0 页

首页 上一页 下一页 末页

首页 上一页 下一页 末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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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办单位：福建省市场监督管理局（知识产权局）

地址：福建省福州市鼓楼区华林路147号  邮政编码：350001  
业务咨询与技术支持联系方式

共 查询到 0 条记录 共 0 页 首页 上一页 下一页 末页

http://fj.gsxt.gov.cn/subPubSys-tel-350000.htm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