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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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致同会计师事务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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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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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拟以现有股本 3,748,387,882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 1.81

元（含税），共计派发现金股利 67,845.82 万元；同时，以资本公积向全体股东每 10股转增 2 股，

共计转增 749,677,577 股，转增后公司总股本将增加至 4,498,065,459 股，不送红股；具体派发

现金股利及转增股数以实施完毕后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确认的数额为准，

本议案尚须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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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矿资本 600390 *ST金瑞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郭泽林 肖斌 

电话 010-68495142 010-68495851 

办公地址 北京市海淀区三里河路5号五

矿大厦 

北京市海淀区三里河路5号五

矿大厦 

电子信箱 guozel@minmetals.com xiaob@minmetals.com 

 



五矿资本股份有限公司                                                  2019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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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调整后 调整前 

总资产 124,624,015,843.28 120,212,034,288.53 120,212,034,288.53 3.67 

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净资产 

34,274,537,950.99 32,500,711,137.34 32,500,711,137.34 5.46 

 本报告期 

（1-6月）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

年同期增减(%) 调整后 调整前 

经营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量净额 

1,075,955,621.60 -3,337,678,767.80 -3,337,678,767.80 不适用  

营业收入 3,616,347,853.87 2,187,659,220.44 3,859,673,496.92 65.31 

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净利润 

1,740,793,306.57 1,173,003,866.81 1,173,003,866.81 48.40 

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

润 

1,701,303,232.33 1,155,775,936.02 1,155,775,936.02 47.20 

加权平均净资产

收益率（%） 

5.21 3.68 3.68 增加1.53个百

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

元／股） 

0.4644 0.3129 0.3129 48.42 

稀释每股收益（

元／股） 

0.4644 0.3129 0.3129 48.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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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9,288 

截止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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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五矿股份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47.07 1,764,220,035 1,757,017,625 无   

深圳市平安置业投资有限

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3.94 147,783,251 147,783,251 质押 147,783,251 

招商财富资产－招商银行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3.94 147,783,251 147,783,251 无   

颐和银丰（天津）投资管

理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3.94 147,783,251 147,783,251 质押 98,650,000 

中远海运发展股份有限公

司 

国有法人 3.94 147,783,251 147,783,251 无   

华宝证券－平安银行－华

宝证券华增五号集合资产

管理计划 

境内非国有

法人 

3.94 147,783,251 147,783,251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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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海开源基金－农业银行

－上海茁蓄投资管理合伙

企业（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

法人 

3.94 147,783,251 147,783,251 质押 147,783,251 

中建资本控股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3.94 147,783,251 147,783,251 无   

长沙矿冶研究院有限责任

公司 

国有法人 3.35 125,626,629 0 无   

招商证券资管－兴业银行

－招商智远智增宝一号集

合资产管理计划 

境内非国有

法人 

2.63 98,522,167 98,522,167 无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前十名股东中第一大股东为公司控股股东，第九大股

东为公司实际控制人中国五矿控制下的企业；除上述情况，

公司未知其他股东是否存在关联关系和一致行动。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

的说明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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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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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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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矿资本控股有限公司 2017年

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第一期) 

17 五资 01 143348 2017/10/27 2020/10/27 8 4.80 

五矿资本控股有限公司 2018年

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第一期) 

18 五资 01 143537 2018/4/10 2020/4/10 0 4.70 

五矿资本控股有限公司 2018年

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第二期) 

18 五资 02 143317 2018/7/27 2021/7/27 10 4.39 

五矿资本控股有限公司 2019年

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第一期) 

19 五资 01 155272 2019/3/22 2022/3/22 20 3.94 

2019 年 4 月 10 日，投资者已将持有的五矿资本控股有限公司 2018 年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第一

期)全部回售。 

 

反映发行人偿债能力的指标： 

√适用□不适用  

以下指标为发行人五矿资本控股有限公司相关数据。 

主要指标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资产负债率 70.37%   70.21%   

 本报告期（1-6月） 上年同期 

EBITDA 利息保障倍数 22.03   15.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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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逾期债项的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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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半年，世界经济形势复杂多变，中美贸易战反复博弈，加之近年来中国经济转型优化，国

内经济及金融环境遭受巨大考验。从宏观数据来看，上半年 GDP 增速 6.3%，工业增加值增速 6.0%，

固定资产投资增速 5.8%，社会融资规模增速达到 10.9%，较上年末回升 1.12个百分点。报告期内，

公司董事会、经营管理层和全体员工克服困难，共同努力，力求发展，公司上半年整体经营取得

优异成绩。 

1、公司整体发展势头良好，经营成果提升显著 

上半年，公司严控风险、优化结构、提质增效，经营业绩稳步提升。截至报告期末，累计实

现营业总收入 81.74 亿元，同比增长 37.60%；实现利润总额 25.91 亿元，同比增长 42.85%；实现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7.41 亿元，同比增长 48.40%。  

2、各项金融业务转型效果明显，加强品牌建设 

上半年，公司整体业务发展质与量同升、业务结构不断优化、管理资产规模持续增加，信托

及资管业务规模中主动管理规模占比超过一半；客户营销与渠道建设方面紧跟市场机遇，扩大主

题和热点营销推动力度，优化营销管理模式，拓展获客渠道；,积极参加行业内各项评奖评优工作，

获得多项荣誉，品牌影响力稳步提升。 

3、风险管控确保行稳致远 

上半年五矿资本以中央提出的“防范化解重大风险”引领风险管理工作全局，不断完善全面

风险管理体系，更新颁布了行业准入、集中度、增信措施等一系列风险管理政策，并通过风险预

算和风险限额对风险进行总量管控；持续实施动态监控预警和应急风险事项报送机制，加强风险

舆情监测和对重点行业领域的风险排查；加大风险事项跟踪化解处置力度，推进相关工作取得实

质性进展。总体而言，五矿资本对重点风险实施了有效管控，确保了公司的持续稳健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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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重要会计政策变更 

（1）财政部于 2019 年 4 月 30 日发布了《关于修订印发 2019 年度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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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知》（财会[2019]6 号），2018 年 6 月 15 日发布的《财政部关于修订印发 2018 年度一般企业财

务报表格式的通知》（财会[2018]15 号）同时废止。根据该通知，本公司对财务报表格式进行了以

下修订： 

资产负债表，将“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 行项目拆分为“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将“应

付票据及应付账款” 行项目拆分为“应付票据”及“应付账款”。 

本集团对可比期间的比较数据按照财会[2019]6 号文进行调整。 

该会计政策变更由本公司于 2019年 8月 28日召开的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批准。 

财务报表格式的修订对本公司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无重大影响。 

（2）新金融工具准则 

财政部于 2017 年颁布了《企业会计准则第 22 号——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修订）》、《企业会

计准则第 23 号——金融资产转移（修订）》、《企业会计准则第 24 号——套期会计（修订）》及《企

业会计准则第 37 号——金融工具列报（修订）》（统称“新金融工具准则”），本公司于 2019 年 4

月 26 日召开的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批准自 2019 年 1 月 1 日起执行新金融工具准则，

对会计政策相关内容进行了调整。变更后的会计政策参见附注三、10。 

新金融工具准则要求根据管理金融资产的业务模式和金融资产的合同现金流量特征，将金融

资产划分为以下三类：（1）以摊余成本计量的金融资产；（2）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其他

综合收益的金融资产；（3）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混合合同包含的

主合同属于金融资产的，不应从该混合合同中分拆嵌入衍生工具，而应当将该混合合同作为一个

整体适用金融资产分类的相关规定。 

除财务担保合同负债外，采用新金融工具准则对本集团金融负债的会计政策并无重大影响。  

新金融工具准则以“预期信用损失法”替代了原金融工具准则规定的、根据实际已发生减值

损失确认减值准备的方法。“预期信用损失法”模型要求持续评估金融资产的信用风险，因此在新

金融工具准则下，本集团信用损失的确认时点早于原金融工具准则。  

本集团以预期信用损失为基础，对下列项目进行减值会计处理并确认损失准备：  

以摊余成本计量的金融资产；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其他综合收益的债权投资；  

租赁应收款； 

贷款承诺（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负债除外）和财务担保合同（以公

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金融资产转移不符合终止确认条件或继续涉入被转移金融资

产所形成的除外）。  

本集团按照新金融工具准则的规定，除某些特定情形外，对金融工具的分类和计量（含减值）

进行追溯调整，将金融工具原账面价值和在新金融工具准则施行日（即 2019 年 1 月 1 日）的新账

面价值之间的差额计入 2019 年年初留存收益或其他综合收益。同时，本集团未对比较财务报表数

据进行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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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 2019 年 1 月 1 日，金融资产按照原金融工具准则和新金融工具准则的规定进行分类和计量

的结果对比如下： 

原金融工具准则 新金融工具准则 

项 目 类别 账面价值 项 目 类别 账面价值 

以公允价值计

量且其变动计

入当期损益的

金融资产 

以公允价值

计量且其变

动计入当期

损益 

950,428,113.46 

交易性金融资

产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

动计入当期损益 
 879,107,573.46 

其他权益工具

投资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

动计入其他综合收益 
71,320,540.00 

可供出售金融

资产 

以公允价值

计量且其变

动计入其他

综合收益 

29,879,217,949.94 

交易性金融资

产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

动计入当期损益 
20,168,243,743.24 

其他非流动金

融资产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

动计入当期损益 
2,605,903,018.32 

其他债权投资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

动计入其他综合收益 
6,181,175,895.23 

其他权益工具

投资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

动计入其他综合收益 
437,924,205.30 

一年内到期的

非流动资产 
摊余成本 471,275,759.31 

债权投资 摊余成本 114,745,785.36  

应收票据 摊余成本 12,100,000.00 应收票据 摊余成本 12,100,000.00  

应收账款 摊余成本 13,503,169.57 应收账款 摊余成本 13,557,911.59 

其他应收款 摊余成本 959,747,663.93 

其他流动资产 摊余成本 26,603,919.92  

买入返售金融

资产 
摊余成本 17,044,131.78  

其他债权投资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

动计入其他综合收益 
224,521,538.60  

交易性金融资

产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

动计入当期损益 
1,767,845.57  

其他应收款 摊余成本 689,810,228.06 

买入返售金融

资产 
摊余成本 5,553,704,183.21 

买入返售金融

资产 
摊余成本 5,552,913,593.30 

应收融资租赁

款 
摊余成本 61,007,865,306.04 

应收融资租赁

款 
摊余成本 61,001,579,333.69 

其他流动资产 摊余成本 4,381,969,139.23 

债权投资 摊余成本 30,200,400.00  

其他流动资产 摊余成本 4,350,944,934.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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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 2019 年 1 月 1 日，执行新金融工具准则时金融工具相关报表项目分类和账面价值调节表如

下： 

项 目 
调整前账面金额 

重分类 重新计量 
调整后账面金额 

（2018 年 12 月 31 日） （2019 年 1 月 1 日） 

资产：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

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 
950,428,113.46 -950,428,113.46 -- -- 

交易性金融资产 -- 20,949,068,705.45 100,050,456.82 21,049,119,162.27 

应收票据 12,100,000.00 -- -- 12,100,000.00 

应收账款 13,503,169.57 -- 54,742.02 13,557,911.59 

其他应收款 959,747,663.93 -269,937,435.87 -- 689,810,228.06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资产 21,364,448,638.01 471,275,759.31 -- 21,835,724,397.32 

其他流动资产 4,486,821,459.67 -3,596,480.08 -823,804.67 4,482,401,174.92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29,879,217,949.94 -29,879,217,949.94 -- -- 

债权投资 -- 144,946,185.36 -- 144,946,185.36 

其他债权投资 -- 6,405,697,433.83 -- 6,405,697,433.83 

长期应收款 39,643,416,668.03 -- -6,285,972.35 39,637,130,695.68 

买入返售金融资产 5,553,704,183.21 17,044,131.78 -790,589.91 5,569,957,725.08 

其他权益工具投资 -- 509,244,745.30 -- 509,244,745.30 

其他非流动金融资产 -- 2,605,903,018.32 -- 2,605,903,018.32 

负债：         

短期借款 40,099,000,000.00 313,428,383.30 -- 40,412,428,383.30 

拆入资金 1,610,000,000.00 1,264,291.78 -- 1,611,264,291.78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

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负债 
1,537,740.60 -1,537,740.60 -- -- 

交易性金融负债 -- 1,537,740.60 -- 1,537,740.60 

卖出回购金融资产款 8,742,909,097.01 9,971,110.41 -- 8,752,880,207.42 

其他应付款 4,187,789,463.61 -543,750,109.78 -- 3,644,039,353.83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 2,445,580,175.44 32,929,526.66 -- 2,478,509,702.10 

其他流动负债 6,333,621,892.52 500,274.01 -- 6,334,122,166.53 

长期借款 4,251,667,977.28 19,591,901.09 -- 4,271,259,878.37 

应付债券 5,894,532,097.86 166,064,622.53 -- 6,060,596,720.39 

股东权益： -- -- -- -- 

其他综合收益 -278,759,066.49 190,883,918.12 -12,662,819.83 -100,537,968.20 

盈余公积 853,947,759.02 -- -- 853,947,759.02 

一般风险准备 1,801,069,456.60 -- -5,692,717.66 1,795,376,738.94 

未分配利润 4,309,212,124.31 -190,883,918.12 71,323,756.55 4,189,651,962.74 

少数股东权益 3,395,969,708.87 -- 16,185,404.88 3,412,155,113.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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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非货币性资产交换 

财政部于 2019 年 5 月印发修订了《企业会计准则第 7 号——非货币性资产交换》，在所有执

行企业会计准则的企业范围内施行，本公司于 2019 年 8 月 28 日召开的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

会议，批准自 2019 年 6 月 10 日起执行。 

《企业会计准则第 7 号—非货币性资产交换（2019 修订）》细化了非货币性资产交换准则的

适用范围，明确了换入资产的确认时点和换出资产的终止确认时点并规定了两个时点不一致时的

会计处理方法，修订了以公允价值为基础计量的非货币性资产交换中同时换入或换出多项资产时

的计量原则，此外新增了对非货币资产交换是否具有商业实质及其原因的披露要求。 

（4）债务重组 

财政部于 2019 年 5 月印发修订了《企业会计准则第 12 号——债务重组》，在所有执行企业会

计准则的企业范围内施行，本公司于 2019 年 8 月 28 日召开的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批

准自 2019 年 6 月 17 日起执行。 

《企业会计准则第 12 号—债务重组（2019 修订）》修改了债务重组的定义，明确了该准则的

适用范围，并规定债务重组中涉及的金融工具的确认、计量和列报适用金融工具相关准则的规定。

对于以资产清偿债务方式进行债务重组的，准则修改了债权人受让非金融资产初始确认时的计量

原则，并对于债务人在债务重组中产生的利得和损失不再区分资产转让损益和债务重组损益两项

损益进行列报。对于将债务转为权益工具方式进行债务重组的，准则修改了债权人初始确认享有

股份的计量原则，并对于债务人初始确认权益工具的计量原则增加了指引。 

2、重要会计估计变更 

本集团本期不存在应披露的重要会计估计变更。 

3、首次执行新金融工具准则调整首次执行当年年初财务报表相关项目情况 

首次执行新金融工具准则对母公司当年年初财务报表无影响，对合并资产负债表的影响见

2019 年半年度报告第十节财务报告、五、4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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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