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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重要提示 

1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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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年度报告全文。 

2 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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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会议。 

 

4 本半年度报告未经审计。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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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 

二 公司基本情况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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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金黄金 600489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李跃清 应雯 

电话 010-56353910 010-56353909 

办公地址 北京市东城区安定门外大街9号 北京市东城区安定门外大街9号 

电子信箱 lyq@zjgold.com yw@zjgold.com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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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8,658,054,642.30 38,515,831,489.72 0.3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资产 

13,512,862,799.92 13,455,910,515.14 0.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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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57,813,854.90 1,174,751,456.15 -9.95 

营业收入 16,102,730,679.90 15,951,341,221.58 0.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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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 

124,528,680.69 212,388,787.21 -41.3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 

109,005,450.77 288,297,282.68 -62.19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

益率（%） 

0.92 1.59 减少0.67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

股） 

0.04 0.06 -33.33 

稀释每股收益（元／

股） 

0.04 0.06 -33.33 

 

2.3 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 股 

截止报告期末股东总数（户） 250,9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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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黄金集团有限公司 国有法

人 

50.34 1,737,165,420 0 无 0 

中国证券金融股份有限公

司 

国有法

人 

1.99 68,717,058 0 无 0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

任公司 

国有法

人 

1.00 34,546,850 0 无 0 

梁建业 其他 0.45 15,394,515 0 无 0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其他 0.43 14,928,649 0 无 0 

全国社保基金一一五组合 其他 0.39 13,599,734 0 无 0 

中国工商银行－广发大盘

成长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0.28 9,500,059 0 无 0 

中国银行－嘉实主题精选

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0.26 9,024,701 0 无 0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前海开源金银珠宝主题精

选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

资基金 

其他 0.25 8,618,326 0 无 0 

全国社保基金六零二组合 其他 0.20 6,904,696 0 无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公司未知上述股东直接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属于

《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2.4 截止报告期末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前十名优先股股东情况表 

□适用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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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适用  √不适用  

 

2.6 未到期及逾期未兑付公司债情况 

□适用√不适用  

 

三 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3.1 经营情况的讨论与分析 

截至报告期末，公司总资产 386.58亿元，较期初增长 0.37%；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135.13亿元，较期初增长 0.42%；销售收入 161.03亿元，同比增长 0.95%；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利润 1.25亿元，同比减少 41.04%。 

报告期内,公司按照年初工作会议总体安排，牢牢把握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认真对标高质量

发展总要求，紧紧围绕资源、资产、安全、经营质量变革提升，加强组织领导，落实目标责任，

较好地把握了复杂多变的经济形势和局面，经济运行总体平稳，各项工作取得了明显成效。 

（一）深入推进生产运营工作，生产经营总体平稳 

主要产品产量保持平稳，报告期内公司生产矿产金 11.71吨、标准金 37.04 吨、冶炼金 20.73

吨、矿山铜 8,757吨、电解铜 141,686吨，与上年同期比较分别增加了-6.32%、-13.38%、-6.91%、

-5.80%、48.49%。 

（二）深入推进提质增效工作，综合实力持续增强 

一是公司全过程成本管控向纵深推进，累计实现降本增效 7,529 万元；二是优化“五率”取

得新成效，单耗成本继续降低，实现增效 2,214 万元；三是大宗物资集中采购、工程招投标、含

金物料销售取得新突破，通过大宗物资集中采购节约资金 1494万元。 

（三）深入推进资源战略，打牢可持续发展的基石 

一是大力推进资源增储。报告期内累计投入资金 0.88 亿元，新增金金属量 7.37 吨；二是审

慎推进资源并购。一方面，立足现有矿区，制定实施了矿业权拓展方案，夹皮沟、山东鑫泰、凌

源日兴等 16户企业矿业权拓展正在有序推进；另一方面，不断加大资源考察、并购力度，对重点

项目进行了现场考察和论证，取得了一定进展。 

（四）深入推进重点项目建设，确保项目按期投产见效 

报告期内，开展新项目可研 3项，累计完成建设投资 1.92亿元。中原冶炼厂二期项目提前达

产达标、江西金山项目实现了单体试车。 

（五）深入推进健康安全环保工作，安全环保形势总体稳定 

公司持续提升安全保障，坚决保证安全生产、绿色发展。牢固树立“安全第一”的价值观，

认真落实“党政同责、一岗双责、齐抓共管、失职追责”要求，不断完善安全生产责任体系。报

告期内，公司通过推动企业安全管控关口前移、开展“安全规程大背诵”活动、继续深化安全生

产帮扶，提升了全员安全意识和能力，企业安全质量逐步提升。 

（六）深入推进科技创新发展，发挥创新的引领支撑作用 

报告期内，公司发布《黄金行业氰渣污染控制技术规范》，解决了部分企业的关键性难题，辽

宁新都、河南金源、嵩原冶炼、嵩县金牛、河北峪耳崖、中原冶炼厂等 6 家企业已提交高新技术

企业申报材料。 

下半年,公司将咬定全年目标不放松，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按照高质量发展的总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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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力搞好生产经营，着力抓好提质增效，着力强化资源保障水平，着力深化创新驱动，着力落实

安全环保责任，加快推进孵化式注入相关工作，确保全面完成全年各项目标任务。 

 

3.2 与上一会计期间相比，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原因及其影响 

□适用  √不适用  

 

3.3 报告期内发生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更正金额、原因及其影响。 

□适用  √不适用  

 

 

 

董事长： 宋鑫 

中金黄金股份有限公司 

                                                     2018年 8月 28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