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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重要提示 

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季度报告内容的真

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

连带的法律责任。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次季报的董事会会议。 

公司负责人朱胜利、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黄锦亮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

管人员)周阳声明：保证季度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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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公司基本情况 

一、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追溯调整或重述原因 

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

末增减 

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后 

总资产（元） 4,178,463,346.00 3,708,934,437.11 3,708,934,437.11 12.6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2,156,574,086.25 1,816,922,588.25 1,816,922,588.25 18.69% 

 本报告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

期增减 
年初至报告期末 

年初至报告期末比上

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元） 799,905,073.09 -23.45% 1,957,252,017.98 1.4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128,003,127.29 -0.72% 340,251,694.50 5.1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

性损益的净利润（元） 
128,569,506.48 17.06% 253,289,039.02 10.73%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 -- 243,336,189.14 10.86%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855 -0.75% 0.4931 5.14%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855 -0.75% 0.4931 5.14%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6.12% -1.63% 17.13% 2.36% 

  【注】：本报告期，有色金属矿采选收入比上年同期增长 3,533.39 万元，同比增长 10.85%；金属商品贸易收入比上年同期

减少 28,028.52 万元，同比减少 38.97%。因此，本报告期营业收入同比减少 23.45%。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年初至报告期期末金额 说明 

委托他人投资或管理资产的损益 29,886.71  

除同公司正常经营业务相关的有效套期保值业务外，持有交易

性金融资产、衍生金融资产、交易性金融负债、衍生金融负债

产生的公允价值变动损益，以及处置交易性金融资产、衍生金

融资产、交易性金融负债、衍生金融负债和其他债权投资取得

的投资收益 

87,733,296.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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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972,712.47  

减：所得税影响额 -141,423.86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30,760.53  

合计 86,962,655.48 -- 

对公司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 1 号——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界定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以及把《公

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 1 号——非经常性损益》中列举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的项目，应

说明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将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 1 号——非经常性损益》定义、列举的非经常性损益

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的项目的情形。 

二、报告期末股东总数及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1、普通股股东和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39,256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

股股东总数（如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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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甘肃盛达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31.30% 215,939,596 43,680,140 质押 215,934,806 

赵满堂 境内自然人 8.33% 57,500,000  质押 43,000,000 

三河华冠资源技

术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4.14% 28,585,723 10,005,004   

王小荣 境内自然人 3.13% 21,600,000  质押 12,600,000 

赤峰红烨投资有

限公司 
国有法人 3.09% 21,298,758    

赵庆 境内自然人 2.79% 19,270,650 14,452,987 质押 19,270,650 

天津祥龙企业管

理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1.99% 13,700,000 13,700,000 冻结 13,700,000 

赣州希桥置业发

展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1.96% 13,526,500 13,526,500 冻结 13,526,500 

中央汇金资产管

理有限责任公司 
国有法人 1.62% 11,181,900    

王伟 境内自然人 1.19% 8,197,345    

前 10 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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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股份数量 
股份种类 

股份种类 数量 

甘肃盛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172,259,456 人民币普通股 172,259,456 

赵满堂 57,5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57,500,000 

王小荣 21,6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21,600,000 

赤峰红烨投资有限公司 21,298,758 人民币普通股 21,298,758 

三河华冠资源技术有限公司 18,580,719 人民币普通股 18,580,719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11,181,900 人民币普通股 11,181,900 

王伟 8,197,345 人民币普通股 8,197,345 

华夏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万

能保险产品 
5,791,544 人民币普通股 5,791,5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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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918,400 人民币普通股 4,918,400 

赵庆 4,817,663 人民币普通股 4,817,663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

说明 

股东赵满堂系本公司及其控股股东甘肃盛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股东三河华冠资源技术

有限公司的实际控制人，与股东赵庆系父子关系；上述股东中甘肃盛达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赵满堂、三河华冠资源技术有限公司、赵庆、王小荣为一致行动人关系。公司未知

其他前 10名无限售条件股东之间以及与其他前 10名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属于

《上市公司股东持股变动信息披露管理办法》中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公司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前 10 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在报告期内是否进行约定购回交易 

□ 是 √ 否  

公司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前 10 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在报告期内未进行约定购回交易。 

2、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 10 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 适用 √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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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重要事项 

一、报告期主要财务数据、财务指标发生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资产负债表：                                                                                    单位：元 

项目 期末余额 期初余额 变动率 变动原因 

货币资金 260,730,286.19 381,390,430.99 -31.64% 

主要系收购德运矿业支付的现金对价、支

付金山矿业剩余股权转让款及支付2018年

度各项应交税费所致。 

交易性金融资产 758,679,661.71   

系公司于2019年起适用新金融工具准则，

将原在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

损益的金融资产和部分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列报的项目调整到交易性金融资产所致。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

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 
 13,283,245.80 -100.00% 

系公司于2019年起适用新金融工具准则，

将原在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

损益的金融资产列报的项目调整到交易性

金融资产所致。 

应收票据 57,755,110.00 32,270,000.00 78.97% 系下属子公司确认收入未收回货款所致。 

应收账款 40,487,707.02 13,802,872.59 193.33% 系下属子公司确认收入未收回货款所致。 

预付款项 202,579,810.71 144,335,843.48 40.35% 
主要系金属商品贸易业务的预付货款增加

所致。 

其他应收款 77,595,373.32 29,446,207.31 163.52% 系子公司往来款增加所致。 

存货 222,453,378.75 148,218,486.81 50.08% 主要系产成品和在产品增加所致。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1,161,743,225.91 -100.00% 

系公司于2019年起适用新金融工具准则，

将原在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列报的项目调整

到交易性金融资产和其他权益工具投资所

致。 

长期股权投资 160,057,670.35 70,013,183.54 128.61% 
系本期增加对北京文心万业文化体育产业

投资基金（有限合伙）投资所致。 

其他权益工具投资 414,743,225.91   

系公司于2019年起适用新金融工具准则，

将原在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列报的部分项目

调整到其他权益工具投资所致。 

无形资产 377,624,158.97 287,125,541.89 31.52% 系本期收购德运矿业增加探矿权所致。 

长期待摊费用 24,428,342.43 11,859,430.45 105.98% 系本期子公司新增的占地补偿款所致。 

其他非流动资产 66,990,865.00 26,120,539.46 156.47% 系子公司增加的预付工程款所致。 

应付票据   31,000,000.00   5,000,000.00    520.00%  系子公司正常业务增加所致。 

应交税费  103,140,761.43 163,848,459.71 -37.05% 系缴纳所得税、增值税等税款所致。 

其他应付款  253,875,542.33 87,407,076.02 190.45% 主要系本报告期纳入合并报表范围的德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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矿业的股东借款，以及本报告期收到员工

持股计划清算款所致。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   190,000,000.00 -100.00% 
系子公司全部偿还一年内到期的长期借款

所致。 

长期借款  738,000,000.00 450,000,000.00 64.00% 
系去年底金山矿业注入公司，新增并购贷

款所致。 

利润表：                                                                                        单位：元 

项目 2019年1-9月 2018年1-9月 变动率 变动原因 

财务费用 36,696,468.30 16,018,874.12 129.08% 
系去年底金山矿业注入公司，新增并购贷

款利息所致。 

现金流量表：                                                                                    单位：元 

项目 2019年1-9月 2018年1-9月 变动率 变动原因 

收回投资收到的现金 115,362,000.00 59,064,773.26 95.31% 主要系收回百合网的投资款。 

取得投资收益收到的现金 9,650,261.77 29,974,516.72 -67.81% 主要系百合网的投资收益。 

投资支付的现金 142,683,803.17 190,000,000.00 -24.90% 
主要系北京文心万业文化体育产业投资基

金（有限合伙）的投资款。 

取得子公司及其他营业单

位支付的现金净额 
111,646,171.71 -  系收购德运矿业支付的现金对价净额。 

取得借款收到的现金 738,000,000.00 21,595,000.00 3317.46% 
系去年底金山矿业注入公司，新增并购贷

款利息。 

偿还债务支付的现金 640,000,000.00 58,334,039.72 997.13% 系金山矿业偿还贷款所致。 

分配股利、利润或偿付利息

支付的现金 
151,033,124.58 95,654,833.32 57.89% 主要系银都矿业分红所致。 

 二、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股份回购的实施进展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采用集中竞价方式减持回购股份的实施进展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三、公司实际控制人、股东、关联方、收购人以及公司等承诺相关方在报告期内超期未履行
完毕的承诺事项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公司实际控制人、股东、关联方、收购人以及公司等承诺相关方在报告期内超期未履行完毕的承诺事项。 

四、证券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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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品

种 

证券代

码 

证券简

称 

最初投

资成本 

会计计

量模式 

期初账

面价值 

本期公

允价值

变动损

益 

计入权

益的累

计公允

价值变

动 

本期购

买金额 

本期出

售金额 

报告期

损益 

期末账

面价值 

会计核

算科目 

资金来

源 

境内外

股票 
300334 

津膜科

技 

27,720,

000.00 

公允价

值计量 

13,283,

245.80 

1,007,0

95.76 

13,429,

658.44 
0.00 0.00 

1,007,0

95.76 

14,290,

341.56 

交易性

金融资

产 

自有资

金 

境内外

股票 
834214 百合网 

80,000,

000.00 

公允价

值计量 

80,000,

000.00 

9,336,8

80.94 

9,336,8

80.94 
0.00 

89,336,

880.94 

9,336,8

80.94 
0.00 

交易性

金融资

产 

自有资

金 

期末持有的其他证券投资 0.00 --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 -- 

合计 
107,720

,000.00 
-- 

93,283,

245.80 

10,343,

976.70 

22,766,

539.38 
0.00 

89,336,

880.94 

10,343,

976.70 

14,290,

341.56 
-- -- 

证券投资审批董事会公告

披露日期 

2016 年 09 月 24 日 

2015 年 04 月 17 日 

证券投资审批股东会公告

披露日期（如有) 
 

五、委托理财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委托理财。 

六、衍生品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衍生品投资。 

七、报告期内接待调研、沟通、采访等活动登记表 

√ 适用 □ 不适用  

接待时间 接待方式 接待对象类型 调研的基本情况索引 

2019 年 07 月 01 日至 2019

年 09 月 30 日 
电话沟通 个人 咨询公司日常经营情况，未提供资料。 

八、违规对外担保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违规对外担保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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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对上市公司的非经营性占用资金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对上市公司的非经营性占用资金。 

 

 

                                     盛达矿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董事长：朱胜利 

  

                                              二○一九年十月二十二日 


	第一节 重要提示
	第二节 公司基本情况
	一、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二、报告期末股东总数及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1、普通股股东和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2、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10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第三节 重要事项
	一、报告期主要财务数据、财务指标发生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三、公司实际控制人、股东、关联方、收购人以及公司等承诺相关方在报告期内超期未履行完毕的承诺事项
	四、证券投资情况
	五、委托理财
	六、衍生品投资情况
	七、报告期内接待调研、沟通、采访等活动登记表
	八、违规对外担保情况
	九、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对上市公司的非经营性占用资金情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