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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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负责人刘远清、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刘远清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

管人员)张永丰声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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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减 

总资产（元） 2,860,583,503.54 2,715,753,947.98 5.3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元） 
2,572,711,272.82 2,395,686,331.97 7.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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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1,227,009.30 25.53% 1,018,887,681.25 30.6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元） 
89,783,517.36 172.34% 174,130,606.17 135.8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元） 
89,610,867.42 171.70% 172,788,597.63 151.68%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元） 
-- -- 339,026,469.87 -9.35%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50 177.78% 0.292 135.48%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50 177.78% 0.292 135.48%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3.55% 2.14% 7.01% 3.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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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包括已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冲销部分） -259,828.69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与企业业务密切相关，按照国家统

一标准定额或定量享受的政府补助除外） 
361,662.31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354,501.13  

减：所得税影响额 -64,957.18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1,529,718.87  

合计 1,342,008.5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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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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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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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9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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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东金岭铁矿有

限公司 
国有法人 58.41% 347,740,145  质押 173,870,100 

淄博市城市资产

运营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1.10% 6,530,000    

中国工商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博

时国企改革主题

股票型证券投资

基金 

其他 0.55% 3,256,100    

陈美格 境内自然人 0.52% 3,102,984    

杨士营 境内自然人 0.49% 2,920,220    

汪仁梅 境内自然人 0.27% 1,624,559    

吴建民 境内自然人 0.23% 1,396,700    

陈宋孟 境内自然人 0.21% 1,260,760    

丁宇辉 境内自然人 0.18% 1,090,200    

胡建平 境内自然人 0.18% 1,051,000    

前 10 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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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东金岭铁矿有限公司 347,740,145 人民币普通股 347,740,145 

淄博市城市资产运营有限公司 6,530,000 人民币普通股 6,530,000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博

时国企改革主题股票型证券投资

基金 

3,256,100 人民币普通股 3,256,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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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美格 3,102,984 人民币普通股 3,102,984 

杨士营 2,920,220 人民币普通股 2,920,220 

汪仁梅 1,624,559 人民币普通股 1,624,559 

吴建民 1,396,700 人民币普通股 1,396,700 

陈宋孟 1,260,760 人民币普通股 1,260,760 

丁宇辉 1,090,200 人民币普通股 1,090,200 

胡建平 1,051,000 人民币普通股 1,051,0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

说明 

公司控股股东山东金岭铁矿有限公司与其他股东无关联关系和一致行动；未知其他股东

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和一致行动。 

前 10 名股东参与融资融券业务情

况说明（如有） 

杨士营通过证券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本公司股票 1,087,000 股，普通账

户持有 1,833,220 股，合计持股 2,920,220 股;陈宋孟通过证券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

券账户持有本公司股票 1,260,760 股，普通账户持有 0 股，合计持股 1,260,760 股;胡建

平通过证券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本公司股票 1,051,000 股，普通账户持

有 0 股，合计持股 1,051,000 股；前十名其他股东皆为通过普通账户持有本公司的股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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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资产负债表                                                                     

                                                                                              单位：元  

报表项目 期末余额 年初余额 变动金额 变动幅度% 备注 

货币资金 704,921,585.39 365,558,226.60 339,363,358.79 92.83% 注1 

预付款项 21,815,088.59 13,398,847.93 8,416,240.66 62.81% 注2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0.00 215,300,000.00 -215,300,000.00 -100% 注3 

其他权益工具投资 215,300,000.00 0.00 215,300,000.00 - 注3 

应付票据 5,400,000.00 326,696.00 5,073,304.00 1552.91% 注4 

应付账款 78,900,817.34 145,240,064.42 -66,339,247.08 -45.68% 注5 

应交税费 26,306,028.17 5,747,241.83 20,558,786.34 357.72% 注6 

注1：主要系公司货款回收和到期票据增加所致。 

注2：主要系公司预付矿石款增加所致。 

注3：主要系本期公司执行新金融工具准则，将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可供出售权益工具（成本法计量部分），计入其他权益工

具投资所致。 

注4：主要系公司支付未到期应付票据金额增加所致。 

注5：主要系公司支付外购业务货款增加所致。 

注6：主要系公司9月实现增值税及企业所得税增加所致。 

（2）利润表 

                                                                                              单位：元  

报表项目 本期发生额 上期发生额 变动金额 变动幅度% 备注 

营业收入 1,018,887,681.25 779,986,356.15 238,901,325.10 30.63% 注1 

销售费用 9,688,704.99 21,266,700.53 -11,577,995.54 -54.44% 注2 

财务费用 -4,532,569.28 -88,509.55 -4,444,059.73 -5020.99% 注3 

其他收益 361,662.31 5,800,000.00 -5,438,337.69 -93.76% 注4 

投资收益 34,813,652.80 5,361,041.60 29,452,611.20 549.38% 注5 

注1：主要系公司产品销售价格上升所致。 

注2：主要系公司客户及提货方式变化所致。 

注3：主要系公司借款金额减少、定期存款金额增加所致。 

注4：主要系本期政府补助金额减少所致。 

注5：主要系公司联营企业利润增加所致。 

（3）现金流量表 

                                                                                                  单位：元 

报表项目 本期发生额 上期发生额 变动金额 变动幅度% 备注 

收到其他与经营活动有

关的现金 
59,666,564.20 32,093,881.30 27,572,682.90 85.91% 注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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购买商品、接受劳务支

付的现金 
578,588,843.13 376,385,338.75 202,203,504.38 53.72% 注2 

支付的各项税费 92,746,027.62 63,285,330.65 29,460,696.97 46.55% 注3 

处置固定资产、无形资

产和其他长期资产收回

的现金净额 

460.00 94,017.09 -93,557.09 -99.51% 注4 

购建固定资产、无形资

产和其他长期资产支付

的现金 

 11,663,571.08 7,817,915.06 3,845,656.02 49.19% 注5 

注1：主要系公司本期结构性定期存款收回金额增加所致。 

注2：主要系公司本期支付货款增加所致。 

注3：主要系公司本期销售收入增加上缴税费增加所致。 

注4：主要系公司本期处置固定资产减少所致。 

注5：主要系公司本期购建固定资产增加所致。 

（4）上年同期营业外收入、其他收益变动情况说明 

因2018年审计报告中与日常经营活动相关的政府补助，按照经济业务实质，将2018年1-3季度收到的政府补助计入了其

他收益。据此，按照2018年度审计报告调整内容对未经审计的2018年三季报合并年初到报告期末利润表当中的营业外收入

5,800,000元调整到其他收益中，调整后营业外收入金额由5,820,066.56元变为20,066.56元，其他收益金额由0元调整为

5,800,000元；母公司年初到报告期末利润表当中的营业外收入5,200,000元调整到其他收益中，调整后营业外收入金额由

5,220,066.56元变为20,066.56元，其他收益金额由0元调整为5,200,000元。调整后对2018年三季报利润情况无影响。 

基于以上原因，本期合并利润表和母公司利润表当中相应科目的上期发生额进行了如下调整： 

合并利润表 

                                                                         单位：元 

报表项目 上期发生额 

调整前 调整后 

营业外收入 5,820,066.56 20,066.56 

其他收益 0.00 5,800,000.00 

营业利润 90,931,836.60 96,731,836.60 

利润总额 96,032,641.86 96,032,641.86 

 

母公司利润表 

                                                                         单位：元 

报表项目 上期发生额 

调整前 调整后 

营业外收入 5,200,000.00 20,066.56 

其他收益 0.00 5,200,000.00 

营业利润 102,558,141.32 107,758,141.32 

利润总额 107,149,311.05 107,149,31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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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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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及全资子公司塔什库尔干县金钢矿业有限责任公司股权转让纠纷一案，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作出

（2014）新民二初字第 14号、15号、16号、17号一审民事判决书：1、确认《收购股权协议书》及《补充协议书》中涉及标

高+4220～+3800米范围内矿产资源的股权交易无效；2、驳回原告全部诉讼请求；3、驳回我公司其他反诉请求。一审判决

后公司及杜宇翔、杨庆城、钟军忠、赵国忠均提起上诉。2018年4月30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以下简称“最高人民

法院”）作出终审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认定金岭矿业及杜宇翔、杨庆城、钟军忠、赵国忠的上诉请求均不能成立，

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 

    公司2019年3月收到最高人民法院应诉通知书（2019）最高法民申537号、538号、542号、544号，金钢矿业原股东杜宇

翔、杨庆城、赵国忠、钟军忠因与本公司、金钢矿业股权转让纠纷一案，不服最高人民法院于2018年4月作出的（2016）最

高法民终672号、673号和（2017）最高法民终47号、48号民事判决，向最高人民法院申请再审。公司2019年6月收到最高人

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9）最高法民申537号、538号、542号、544号，裁定驳回杜宇翔、杨庆城、赵国忠、钟军忠的再审申

请。本次裁定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不会产生影响。 

重要事项概述 披露日期 临时报告披露网站查询索引 

本公司及全资子公司金钢矿业与金钢矿

业原股东股权转让纠纷一案 

2014 年 07 月 12 日 

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上刊登的《山东金岭矿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诉讼事项的公告》（公告编号：

2014-021） 

2018 年 08 月 11 日 

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上刊登的《山东金岭矿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诉讼终审判决的公告》（公告编号：

2018-023） 

2019 年 03 月 16 日 

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上刊登的《山东金岭矿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诉讼事项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

2019-010） 

2019 年 06 月 12 日 

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上刊登的《山东金岭矿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收到民事裁定书的诉讼进展公告》

（公告编号：2019-0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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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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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报告期不存在证券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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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5 日 电话沟通 个人 铁精粉市场情况 

2019 年 07 月 10 日 电话沟通 个人 关于金钢矿业赔偿情况 

2019 年 07 月 12 日 电话沟通 个人 关于公司铁精粉价格和期货价格问题 

2019 年 07 月 18 日 电话沟通 个人 公司产能问题 

2019 年 07 月 23 日 电话沟通 个人 公司发展问题 

2019 年 07 月 30 日 电话沟通 个人 新疆球团产能问题 

2019 年 08 月 02 日 电话沟通 个人 关于金鼎矿业的问题咨询 

2019 年 08 月 06 日 电话沟通 个人 关于公司发展第二主业的问题 

2019 年 08 月 08 日 电话沟通 个人 
咨询新疆那边有无出台矿权退出赔偿

政策 

2019 年 08 月 15 日 电话沟通 个人 关于公司铁精粉销路问题 

2019 年 08 月 20 日 电话沟通 个人 关于公司未来发展问题 

2019 年 09 月 04 日 电话沟通 个人 关于公司铁矿石来源问题 

2019 年 09 月 09 日 电话沟通 个人 关于公司生产经营情况 

2019 年 09 月 20 日 电话沟通 个人 关于钢铁市场对公司的影响情况 

2019 年 09 月 24 日 电话沟通 个人 关于公司铁精粉销售价格问题 

2019 年 09 月 30 日 电话沟通 个人 关于公司三季报披露时间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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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下无正文，为“山东金岭矿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第三季度报告正文”签字盖章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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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山东金岭矿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第三季度报告正文”签字盖章页] 

  

  

  

  

  

公司法定代表人签字：刘远清                     

  

  

  

  

  

  

                                                                  山东金岭矿业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一九年十月二十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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