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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重要提示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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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者应当到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等中国证监会指定媒体上仔

细阅读年度报告全文。 

(二) 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年度报告内容的

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

法律责任。 

(三)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会议。 

(四) 中审众环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本公司出具了标准无保留意见

的审计报告。 

(五) 经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经中审众环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截至 2017 年 12 月 31 日上市

公司合并未分配利润为 1,077,615,443.60 元，2017 年度合并净利润(归属于母公司所有

者的净利润)为 274,356,737.49 元，母公司未分配利润为 39,834,239.62 元，2017 年度

净利润为 462,681,224.96 元。 

公司 2017 年度中期已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转增 10 股，因全资子公

司雄风环保低品位复杂物料清洁高效回收项目二期工程（处理规模扩大至 13 万吨/年）

刚刚建成投产，公司正处于发展阶段，现金需求较大，本年度不进行现金分红。 

二、公司基本情况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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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赤峰黄金 600988 ST宝龙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周新兵 董淑宝 

办公地址 内蒙古赤峰市新城玉龙大街 内蒙古赤峰市新城玉龙大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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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帝商务大厦B座1区 金帝商务大厦B座1区 

电话 0476-8283822 0476-8283822 

电子信箱 A600988@126.com A600988@126.com 

(二) 报告期公司主要业务简介 

1. 报告期内公司的主要业务 

公司的主营业务为黄金采选及资源综合回收利用业务，主要通过下属子公司开展，

子公司吉隆矿业、华泰矿业、五龙黄金从事黄金采选业务，雄风环保与广源科技同属

资源综合回收利用行业，雄风环保从事有色金属资源综合回收利用业务，广源科技从

事废弃电器电子产品处理业务。报告期内，公司继续贯彻黄金采选与资源综合回收利

用双轮驱动的发展战略，在黄金采选业务稳步经营的基础上，投入资金大力发展资源

综合回收利用业务。 

公司的主要产品为黄金、白银、铋、钯等多种稀贵金属及其合金。 

2. 经营模式 

公司所属黄金矿业子公司均为探矿、采矿、选矿一体化的矿山企业，开采方式均

为地下开采，公司拥有独立的黄金矿山和完整的产业链条，为公司持续盈利提供了最

基本和可靠的保障。公司黄金的主要客户洛阳紫金银辉黄金冶炼有限公司等均是上海

黄金交易所会员，公司将黄金产品移交客户通过上海黄金交易所交易系统销售，金锭

的下游用户包括黄金生产企业（生产投资金条、标准金锭）、首饰生产企业、其他工

业用金企业等，最终用途包括央行（官方储备）、投资、首饰、工业等方面。 

子公司雄风环保主营业务为从有色金属冶炼废渣等物料中综合回收银、铋、铅、

金、钯等多种金属，可根据原材料成分选择不同的处理方式，通过火法、湿法相结合

的方式多次分离回收原料中所含的大部分金属成分。其产品主要在国内销售给各类有

色金属贸易公司及有色金属加工企业，且具有长期合作关系的老客户占有一定比例，

产品销售价格一般参考上海有色金属网公布的当日金属现货价格确定。主要产品白银

作为贵金属，银器、首饰和造币是白银的传统用途之一；另外作为催化剂、导电触电

材料以及抗微生物剂等，白银被广泛应用在电子电器、感光材料、化学化工材料、光

伏产业以及医疗卫生等工业领域。铋的应用主要为传统的医药、冶金、焊料、易熔合

金、催化剂、电子等领域并延伸到半导体、阻燃剂、超导材料、化妆品、核能、蓄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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池等领域。 

控股子公司广源科技主要从事废弃电器电子产品处理，享受国家废弃电器电子产

品处理基金补贴。广源科技业务流程严格按照按环境保护部和工业和信息化部《废弃

电器电子产品规范拆解处理作业及生产管理指南（2015 年版）》执行，主要采用人工

拆解与机械处理相结合的综合拆解处理技术，并对拆解后的物质进行深度机械分选分

离等综合处理。广源科技将合肥市作为主要原料采购市场，并布局合肥周边 30 多个

县市，与当地规模较大的客户每月签订采购合同，结合市场行情及供应商运输距离等

因素采用市场浮动定价，根据拆解产物数量和市场行情确定销售批次时间，竞标报价，

货物由客户现场自提，款到发货。 

3. 行业发展情况 

近年来我国黄金行业取得了跨越式发展，“十二五”期间，我国黄金行业形成了地

质勘查、矿山开采、选冶、深加工、批发零售、投资、交易市场等完整产业体系，“十

三五”时期黄金行业已经进入创新驱动转型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 

公司所属矿山的矿石品位高，属于国内当前少有的高品位富矿床。因此，相比同

类黄金矿山企业，公司黄金生产的单位成本较低，毛利率较高。目前，公司已位列全

国十二大黄金集团之列，并连续四年获得中国黄金协会授予的“中国黄金经济效益十

佳企业”。 

资源综合回收利用行业具有较高的经济价值和社会价值，发展前景广阔，属于国

家鼓励和支持的行业，行业主管部门、各级地方政府出台了一系列鼓励和支持行业发

展的政策；目前该行业在国内处于快速发展期，综合回收率提升空间较大。 

子公司雄风环保作为集研发、生产、销售为一体的有色金属综合回收利用企业，

形成了对有色金属冶炼废渣等废弃资源回收利用的成熟生产工艺、具有稳定的原料来

源和产品市场，在国家及地区相关政策的扶持下，保持了持续的盈利态势和增长趋势。 

控股子公司广源科技是合肥地区唯一一家具有废弃电器电子产品处理资质的单

位，是经国家财政部、环境保护部、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工业和信息化部四部委验收

合格，并指定纳入国家废弃电器电子产品处理基金补贴名单的企业，利润率在全国同

行业内属前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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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公司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一) 近 3 年的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2017年 2016年 

本年比上年

增减(%) 
2015年 

总资产 4,839,254,916.06 3,844,603,445.74 25.87 3,429,813,339.34 

营业收入 2,587,008,634.46 2,112,104,640.12 22.48 1,591,158,503.1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274,356,737.49 321,258,237.42 -14.60 231,245,266.3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256,420,055.89 312,863,405.64 -18.04 216,591,811.7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2,753,344,482.00 2,473,404,633.60 11.32 2,135,821,534.30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378,060,764.96 67,586,251.39 -659.38 168,720,357.79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9 0.23 -17.39 0.34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9 0.23 -17.39 0.34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0.51 13.94 

减少3.43个

百分点 
15.63 

(二) 报告期分季度的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第一季度 

（1-3 月份） 

第二季度 

（4-6 月份） 

第三季度 

（7-9 月份） 

第四季度 

（10-12 月份） 

营业收入 371,866,055.05 606,098,776.96 830,429,855.63 778,613,946.8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7,691,240.36 71,967,327.22 73,152,928.16 121,545,241.7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 
7,289,785.35 70,191,308.09 72,806,122.58 106,132,839.87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75,085,177.83 43,406,990.24 -354,731,163.57 208,348,586.20 

季度数据与已披露定期报告数据差异说明 

□适用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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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股本及股东情况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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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止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106,208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末的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104,507 

截止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不适用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不适用 

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全称） 

报告期内 

增减 

期末持股 

数量 

比例

(%) 

持有有限售

条件的股份

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东 

性质 
股份 

状态 
数量 

赵美光 215,865,991 431,731,982 30.27 0 质押 424,265,000 境内自然人 

谭雄玉 49,492,484 98,984,968 6.94 98,984,968 质押 98,000,000 境内自然人 

深圳前海麒麟鑫隆投

资企业（有限合伙） 
23,000,000 46,000,000 3.22 46,000,000 

质押 46,000,000 其他 

李晓辉 16,802,825 33,605,650 2.36 0 质押 33,605,650 境内自然人 

刘永峰 15,132,950 30,265,900 2.12 0 质押 30,265,900 境内自然人 

王国菊 12,596,322 25,192,644 1.77 0 质押 24,000,000 境内自然人 

全国社保基金一一零

组合 
9,569,360 19,138,720 1.34 19,138,720 

无  未知 

周启宝 6,000,000 12,000,000 0.84 0 无  境内自然人 

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华商大盘量化精

选灵活配置混合型证

券投资基金 

6,898,300 6,898,300 0.48 0 

无  未知 

盛连海 3,340,755 6,681,510 0.47 0 无  境内自然人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谭雄玉与王国菊系夫妻关系，为一致行动人，除此之外

公司未知上述股东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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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公司与控股股东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的方框图 

√适用  □不适用  

 

(三) 公司与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的方框图 

√适用  □不适用  

 

(四) 报告期末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 10 名股东情况 

□适用  √不适用  

(五) 公司债券情况 

√适用  □不适用  

(一) 公司债券基本情况 

单位:亿元  币种:人民币 

债券名称 简称 代码 发行日 到期日 

债券

余额 

利率 还本付息方式 交易场所 

赤峰吉隆黄金

矿业股份有限

17 黄

金债 

136985 2017-02-27 2022-02-27 7.00 5.50 单利按年计息，不计复

利。每年付息一次，到期

上海证券交

易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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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 2017 年

公司债券 

一次还本，最后一期利息

随本金的兑付一起支付。 

(二) 公司债券付息兑付情况 

√适用□不适用  

2018 年 2 月 12 日，公司发布《公开发行 2017 年公司债券 2018 年付息公告》，公

司于 2018 年 2 月 27 日支付自 2017 年 2 月 27 日至 2018 年 2 月 26 日期间本次债券的

利息，本次债券首个计息年度的票面利率为 5.50%，每手“17黄金债”（面值人民币 1,000

元）实际派发利息为人民币 55.00 元（含税）。 

(三) 公司债券评级情况 

√适用  □不适用  

评级机构鹏元资信评估有限公司在对本公司经营状况、行业及其他情况进行综合

分析与评估的基础上，于 2017 年 6 月 23 日出具了《赤峰吉隆黄金矿业股份有限公司

公开发行 2017 年公司债券 2017 年跟踪信用评级报告》，本次公司主体信用评级结果

为：AA；本期债券评级结果为：AA+，与前次评级相比评级结果没有变化，本期债

券仍可作为债券质押式回购交易的质押券。 

《赤峰吉隆黄金矿业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 2017 年公司债券 2017 年跟踪信用评

级报告》全文详见公司于 2017 年 6 月 27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

发布的公告。 

(四) 公司近 2 年的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适用  □不适用  

主要指标 2017 年 2016 年 
本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 

资产负债率（%） 41.51 33.88 7.64 

EBITDA 全部债务比 0.28 0.48 -41.33 

利息保障倍数 4.50 9.35 -51.91 

三、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1. 报告期内主要经营情况 



9 

2017 年度，公司实现主营业务收入 254,325.98 万元，其中黄金采选板块生产矿产

金 2,056.35 公斤，实现主营业务收入 57,566.99 万元；资源综合回收利用板块，处理

低品位复杂物料 7.56 万吨，处理废弃电器电子产品 109.99 万台，实现主营业务收入

196,758.99万元，两个板块营业收入分别占2017年度主营业务收入的22.64%和77.36%。

截止报告期末，公司总资产 483,925.49 万元，净资产 275,334.45 万元，分别比上年同

期增长 25.87%和 11.32%。 

受到国内整体安全、环保政策的影响，公司黄金矿山子公司有效开工时间缩减，

2017 年采出、入选矿石品位及黄金产销量均低于去年同期，公司生产矿产金 2,056.35

公斤，黄金采选业务实现营业收入 57,566.99 万元，比去年同期减少 27.22%。但另一

方面，全资子公司雄风环保“6 万吨低品位复杂物料稀贵金属清洁高效回收”项目建

成后，产能逐渐释放，同时，雄风环保在 2017 年实施二期扩建工程，熔炼系统、贵

金属系统及湿法系统三大生产系统、16 个车间的生产建设已经完工，完全投产后年处

理能力可达到 13 万吨。2017 年下半年雄风环保处理规模和效益已显著提升，雄风环

保 2017 年实现营业收入 187,615.23 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 54.50%。广源科技新项目

主体建设已经全部完工，生产设备已完成采购，园区基础设施建设允许即可进厂安装

生产，全部建成投产后，广源科技新厂区废弃电器电子产品处理能力可达到 200 万台

/年。 

2. 导致暂停上市的原因 

□适用  √不适用  

3. 面临终止上市的情况和原因 

□适用  √不适用  

4. 公司对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变更原因及影响的分析说明 

√适用□不适用  

详见 2017 年年度报告全文“第十一节财务报告”—“五、重要会计政策及会计估

计”—“（三十三）重要会计政策和会计估计的变更”。 

5. 公司对重大会计差错更正原因及影响的分析说明 

□适用√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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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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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适用□不适用  

截至报告期末，纳入合并财务报表范围的子公司共计 7 家，详见 2017 年年度报

告全文“第十一节财务报告”—“九、在其他主体中的权益”—（一） 在子公司中

的权益。 

本报告期合并财务报表范围变化情况详见 2017 年年度报告全文“第十一节财务

报告”—“八、合并范围的变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