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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155                               证券简称：湖南黄金                           公告编号：2019-AR 

湖南黄金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年度报告摘要 

一、重要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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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者应当到证监会指定媒

体仔细阅读年度报告全文。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异议声明 

姓名 职务 内容和原因 

声明 

除下列董事外，其他董事亲自出席了审议本次年报的董事会会议 

未亲自出席董事姓名 未亲自出席董事职务 未亲自出席会议原因 被委托人姓名 

非标准审计意见提示 

□ 适用 √ 不适用  

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普通股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 适用 □ 不适用  

是否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 是 √ 否  

公司经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的普通股利润分配预案为：以 1,202,039,474 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0.3 元（含

税），送红股 0 股（含税），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优先股利润分配预案 

□ 适用 √ 不适用  

二、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湖南黄金 股票代码 002155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王文松 崔利艳 

办公地址 
长沙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东路 211 号 1

号栋 9 楼 

长沙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东路 211 号 1

号栋 9 楼 

电话 0731-82290893 0731-82290893 

电子信箱 hngold_security@126.com hngold_security@126.com 

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公司需遵守《深圳证券交易所行业信息披露指引第2号——上市公司从事固体矿产资源相关业务》的披露要求 

（一）报告期内公司从事的主要业务 

报告期内，公司主要从事黄金及锑、钨等有色金属矿山的开采、选矿，金锑钨等有色金属的冶炼及加工，黄金、精锑的

深加工及有色金属矿产品的进出口业务等。 

（二）主要产品及其用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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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主要产品为标准金锭、精锑、氧化锑、乙二醇锑、塑料阻燃母粒和仲钨酸铵，还有部分金精矿和含量锑直接对外销

售。 

黄金主要用途为国家货币的储备金、个人资产投资和保值的工具、工业、医疗领域的原材料等； 

精锑作为合金的硬化剂主要用于冶金、蓄电池及军工等工业，也是生产氧化锑的原料； 

氧化锑作为阻燃剂主要用于塑料、橡胶、油漆、纺织、化纤等工业，还用于玻璃、电子、陶瓷、荧光粉等行业； 

乙二醇锑是应用于聚酯缩聚反应最为新颖的一种催化剂； 

塑料阻燃母粒是塑料及橡胶等树脂中表现最优良的阻燃产品之一，逐步成为阻燃剂粉料的有效替代品； 

仲钨酸铵属于钨工业的中间产品，是生产硬质合金的主要原料。 

（三）公司经营模式 

公司属于有色金属矿采选行业，拥有完整的产业链和产供销体系，并拥有锑钨制品出口供货资格。公司坚持“效益、资

源、和谐”方针，坚持“黄金为主、多金属并举、深度延伸”的发展战略。主要经营模式为： 

1.生产 

（1）矿山开采业务：开采资源主要以金锑（钨）伴生矿、金矿、锑矿、钨矿为主，开采方式为井下开采，选矿方式为

部分重选+浮选。采选环节的产品包括合质金、锑（金）块矿、精矿产品（包括锑金精矿、金精矿、锑精矿及钨精矿）。合

质金主要是通过重选分离矿石中单独游离的颗粒金得到。块矿是在采矿过程中得到的高品位矿石，不需要进行选矿。 

（2）冶炼加工业务：冶炼加工业务确保公司能够为市场提供合格的黄金和锑、钨产品，增强公司业务的独立性和市场

竞争能力，并获取必要的利润增值。 

公司主要有以下冶炼加工业务： 

金锑冶炼方面：公司拥有自主开发的全球领先的金锑（钨）伴生资源核心分离技术，对自产锑金原料及国内外采购的锑

金原料进行冶炼处理。锑金精矿经一系列火法（湿法）工艺处理后，将锑和金进行有效分离，生产出精锑（含量锑）和合质

金（金精矿）。 

锑冶炼方面：锑精（块）矿经一系列火法工艺处理，产出精锑或含量锑；复杂含锑物料经湿法工艺处理，直接生产氧化

锑后对外销售。 

钨冶炼方面：钨精矿经湿法工艺处理，产出仲钨酸铵（APT）。 

合质金精炼方面：自产及外购合质金通过精炼厂精炼提纯后产出标准金锭。 

（3）深加工业务：公司对黄金、锑产品进行深加工，不断满足客户需要。黄金深加工主要是加工成金条、黄金饰品后

直接面向终端客户进行销售，目前是采取代加工模式。精锑除直接销售外还可以加工成氧化锑作为阻燃产品使用，乙二醇锑

和塑料阻燃母粒是以氧化锑为主要原料进行生产。 

2.销售：公司标准黄金产品直接通过上海黄金交易所（以下简称“金交所”）网上交易平台进行销售，销售价格即为当天

金交所的市场价格，交易的结算与交收均由金交所处理。公司选冶环节生产的金精矿直接对外销售。国内锑制品主要销售给

常德锑品生产氧化锑及国内其它氧化锑生产企业、中间贸易商，辰州矿业通过南交所交易平台以“互联网+”模式销售锑制品，

冶炼环节生产的含量锑部分对外销售。钨制品主要销售给国内硬质合金和钨粉、钨条生产企业。国外销售方面锑制品和钨制

品主要通过子公司中南锑钨销往国外，销售价格主要由供需双方参考市场价格议价确定。辰州矿业在本部开设辰州金铺，创

建“辰州福1875”品牌，对外销售金条、黄金饰品等，所生产商品的黄金原料来源于金交所，委托外部加工企业代加工。 

3.采购：公司外购原料主要包括锑精矿、锑金精矿、合质金等，通过国内和国外两个渠道采购。公司注重原料采购的稳

定性，以能稳定供货的大供应商为主要采购来源，以小量供货单位作为有力补充，国外原料主要通过子公司中南锑钨采购，

国内原料以稳定供应客户为主要采购对象，定价主要以产品市场公开成交价为依据确定。对于生产辅助材料，公司实施招标

（竞价）采购、厂家采购、网络采购等模式。对于大宗材料及重要设备，公司采取招标、议标和比价采购等形式，以市场价

格为基础进行定价。 

4.进出口贸易业务：公司进出口贸易业务主要通过旗下中南锑钨开展，每年从国外进口一定数量的高品质的锑金原料，

作为公司冶炼原料的重要补充，向欧盟、美国、日本等发达国家出口高质量的锑钨制品，与国外客户建立了长期合作共赢的

商业伙伴关系。 

（四）报告期内公司所属行业的发展阶段、周期性特点及公司所处的行业地位 

公司所属行业为贵金属黄金行业和锑钨小金属行业，均处于行业发展的平稳期。 

近年来，由于全球经济增速放缓及地缘政治风险加大，黄金越来越受到各国央行及投资者的关注，黄金的避险功能增强。

2019年，国际黄金价格年初以1,282.40美元/盎司开盘，6月起黄金价格开始向上突破，9月4日达到1,557.03美元/盎司，年末

收于1,517.10美元/盎司，全年平均价格为1,395.60美元/盎司，比2018年增长9.84%。跟随国际金价走势，上海黄金交易所Au9999

黄金以年初283.98元/克开盘，8月29日达到最高点369.24元/克，年末收于340.80元/克，年平均价格为308.70元/克，比2018年

增长13.73%。受人民币汇率变化的影响，国内黄金价格与国际黄金价格变化的时间点有所区别，但整体趋势一致。根据中

国黄金协会统计数据，2019年，国内原料黄金产量为380.23吨，连续13年位居全球第一，与2018年相比，减产20.89吨，同比

下降5.21%。虽然产量持续下滑，但近年来黄金行业积极响应新时代高质量发展要求，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正经历由规

模速度型向质量效益型的转变。重点黄金企业（集团）矿产金产量占全国的比重提高了2.45个百分点，产业集中度进一步提

升。国内黄金矿山的减产，致使国内黄金冶炼原料供应趋紧，进口黄金冶炼原料有所上升，并已成为我国黄金生产的重要补

充。 

报告期内，因美国挑起贸易战、世界经济增速放缓、锑市场需求较弱等因素影响，锑市场价格总体呈现振荡下跌的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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态势。2019年国内锑锭（99.65%）平均报价为42,215元/ 吨，同比下降17.7%；三氧化二锑（99.5%）平均报价为38,420元/

吨，同比下降17.2%。锑锭（MMTA标准Ⅱ级）平均价为 6,632.95美元/吨，同比下降19.9%；锑锭（Bi<100ppm）平均价为 6,718.58 

美元/吨，同比下降 19.2%。据中国有色金属工业协会统计数据显示，2019年国内自产锑原料52,323吨，同比增长25.2%；锑

锭累计产量为83,079吨，同比增长14.4%。据海关统计数据显示，2019年锑品进口量为65,196.2吨，同比下降28.9%。 

2019年钨市场经历了两次联合减产，泛亚APT库存拍卖等大事件，钨市场一度放缓下跌，甚至上涨，但总体仍比较低迷。

2019年，国内市场65%黑钨精矿平均价格8.91万元/吨，同比下跌15.76%，最高价格10万元/吨，最低价格7.2万元/吨；仲钨酸

铵（APT）平均价格13.62万元/吨，同比下跌18.71%，最高价格14.8万元/吨，最低价格10.8万元/吨。2019年欧洲市场APT平

均价格247美元/吨度，同比下跌21.21%，最高价格285美元/吨度，最低价格195美元/吨度。2019年国内生产钨精矿（65%）

146,380吨，同比增加 10.89%。全年进口钨品4427吨，同比减少45.33%。 

公司为全球锑矿开发龙头企业，国内重要钨矿企业。子公司辰州矿业是上海黄金交易所首批综合类会员，是中国有色金

属工业协会锑业分会副会长单位，是中国钨业分会主席团成员。 

（五）报告期内进行的矿产勘探活动 

报告期内，公司积极开展探矿增储工作，共发生掘进支出46,749.77万元，其中，资本化25,139.30万元，费用化21,610.47

万元。截至报告期末，共完成开拓进尺45,874米，探矿进尺25,858米，生探进尺21,989米。截至报告期末，公司保有资源储

量矿石量6,596.6万吨，金属量：金140,910千克，锑257,467吨，钨109,016吨。 

3、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1）近三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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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位：元 

 2019 年 2018 年 本年比上年增减 2017 年 

营业收入 13,829,217,053.36 12,460,909,715.71 10.98% 10,325,751,218.8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59,789,350.80 270,411,427.80 -40.91% 302,220,650.9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163,737,025.87 266,816,728.70 -38.63% 318,278,852.04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830,766,906.95 779,119,058.05 6.63% 484,701,653.83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3 0.22 -40.91% 0.25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3 0.22 -40.91% 0.25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3.27% 5.78% -2.51% 6.82% 

 2019 年末 2018 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

减 
2017 年末 

资产总额 6,799,641,640.75 6,887,421,789.39 -1.27% 6,886,315,141.0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4,945,427,814.78 4,832,314,175.39 2.34% 4,560,850,687.48 

（2）分季度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元 

 第一季度 第二季度 第三季度 第四季度 

营业收入 4,560,995,752.28 3,813,952,551.97 2,950,019,339.97 2,504,249,409.1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 
46,919,815.44 37,121,528.12 17,402,326.47 58,345,680.7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

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48,800,567.35 35,121,070.05 17,913,382.45 61,902,006.02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

额 
-296,143,518.28 439,350,061.89 225,208,702.31 462,351,661.03 

上述财务指标或其加总数是否与公司已披露季度报告、半年度报告相关财务指标存在重大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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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 否  

4、股本及股东情况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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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

数 
103,605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

一个月末普通股股

东总数 

102,113 

报告期末表决

权恢复的优先

股股东总数 

0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一个

月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

股股东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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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湖南黄金集团有限责任公

司 
国有法人 39.91% 479,740,966 0   

株洲市国有资产投资控股

集团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3.65% 43,859,649 0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

任公司 
国有法人 2.08% 25,001,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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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80% 9,609,801 0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中证 500 交易型开放

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0.70% 8,376,000 0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境外法人 0.67% 8,005,443 0   

湖南银太集团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0.48% 5,758,800 0   

李文生 境内自然人 0.33% 3,918,131 0   

全国社保基金六零四组合 其他 0.32% 3,904,900 0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国泰国证有色金属行

业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0.30% 3,546,273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公司发起人股东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也不属于一致行动人；未知其他股东相互

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知是否属于一致行动人。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明（如有） 
公司股东李文生通过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

股 3,161,100 股。 

（2）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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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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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以方框图形式披露公司与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 

 

5、公司债券情况 

公司是否存在公开发行并在证券交易所上市，且在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未到期或到期未能全额兑付的公司债券 

否 

三、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1、报告期经营情况简介 

公司需遵守《深圳证券交易所行业信息披露指引第 2 号——上市公司从事固体矿产资源相关业务》的披露要求 

（一）总体经营情况概述 

报告期内，公司共生产黄金41,247千克，同比增长4.34%，其中生产标准金38,079千克，含量金3,168千克；生产锑品35,347

吨，同比增长11.03%，其中精锑10,620吨，氧化锑17,218吨，含量锑4,955吨，乙二醇锑2,404吨；生产仲钨酸铵（APT）2,392

标吨，同比增长4.45%。 

其中，黄金自产4,866千克，同比增长0.12%；锑自产20,499吨，同比增长1.59%；钨精矿自产1,913标吨，同比下降4.54%。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销售收入1,382,921.71万元，同比增长10.98%；实现利润总额19,478.11万元，同比减少44.60%；实

现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15,978.94万元，同比减少40.91%；实现每股收益0.13元。 

（二）主要工作开展情况 

1.加强监督监管，严管重罚保安全 

公司坚决落实年初“安全生产新思路”会议对安全环保工作的整体部署，强化组织领导和责任体系建设，持续开展“珍爱

生命”三年行动、安全生产“大排查大管控大整治”百日行动、“防风险保平安迎大庆”行动、“消防排雷”行动等各项活动，持

续落实“十大禁令”、“无支护,不作业”等专项整治，持续推进安全科技支撑和基础保障，公司安全环保“可控、能控、在控”

水平逐步提升。全年事故起数同比下降47.5%，百万工时伤害率1.60，同比下降32.95%。未发生重大交通、设备、火灾事故。

在原有的辰州矿业本部、黄金洞矿业本部、新龙矿业本部3家绿色矿山试点单位基础上，新增隆回金杏、大万矿业、湘安钨

业3家国家级绿色矿山。 

2.有序推进募投项目建设，提升企业竞争实力 

公司募投项目共4个，其中：辰州矿业沃溪坑口技术改造工程已经全部竣工投产，目前运行效果良好，回风井和竖井的

正常运行使得公司深部采掘作业环境得到本质改善，大幅提高了深部矿石出矿能力和效率。黄金洞矿业采选1,600t/d提质扩

能工程井下各大系统完善，出矿能力已达到1,600t/d。大万矿业采选1,400t/d提质扩能工程出矿能力、选厂日处理能力也已达

到1,400t/d。辰州锑业替代原火法冶炼矿浆电解新工艺制备精锑项目目前完成了主体工程施工、绝大部分非标设备、标准设

备招标完毕，预计2020年10月份进入生产试运行。 

3.推进机械化、自动化，科研技改创效益 

报告期内，公司获得发明专利2项，实用新型专利10项，主要涉及采、选、冶工艺及设备方面。公司稳步推进机械化、

自动化工作，高效采矿有亮点，水封爆破等新技术推广取得了一定成效。砷碱渣无害化治理、沃溪坑口尾砂膏体充填及本部

选矿厂自动化系统均为自主研究应用，取得了良好效果。坚持联合督查制度，加大现场督查力度，对采场脉幅、采幅、超采

超耙等工艺节点严格把控，严格执行贫化损失管理制度，狠抓选矿回收率，重点督导、从严考核，经济技术指标稳中有升。 

4.抓重点、强考核，机制改革促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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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快推进内部三项制度改革，基本实现“管理人员能上能下、员工能进能出、收入能增能减”，激发公司活力动力。以从

紧原则确定岗位编制，杜绝“因人设岗”的情况，从源头控制总用工人数，加大对操作岗位的整合管理。逐步优化井下用工，

年内对矿山类子公司进行井下用工专题调研，要求各子公司加强井下人员培训、加大机械化水平、研究创新新的采矿方法、

加强职业病防护和职业健康体检工作。按照公平、公正、竞争、择优的原则，公开招聘员工，有效提高员工招聘质量。加强

职称管理，修改完善了《公司工程系列中级职称评审管理办法》，注重考量工程技术人员解决单位实际问题能力、工作成果

的体现，量化打分方式再细化。加强全员绩效考核工作，修订了《子公司综合绩效考核管理办法》，新增了党建工作、矿山

类和冶炼类子公司成本管控、长期待摊费用三项考核指标。严格落实“效益增工资增，效益降工资降”的原则，拉开分配差距，

根据各子公司效益完成情况确定工资总额增长标准。加快推进“三供一业”分离移交和企业退休人员移交社会化管理工作，力

争2020年底前完成相关工作。 

5.坚持党的领导，党建引领促发展 

    公司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充分发挥各级党委的领导作用，牢固树立“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把

方向、管大局、保落实。2019年，公司选举产生了第一届党委班子，严格落实“三重一大”事项的前置研究程序，扎实开展“不

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活动，持续抓好基层党组织全覆盖，大力推进党支部“五化”建设，提升支部战斗堡垒作用。大

力开展党风廉政建设，推进中央八项规定及实施细则的贯彻落实，建立健全管思想、管工作、管作风、管纪律的管党治党体

系，干部队伍风清气正，作风务实。及时启动了“书记联项目”活动，推动重点项目的建设，促进了产业转型升级，更好地促

进公司党建工作与生产经营深度融合。积极配合国资委党委巡察组的工作，做到立行立改。注重党建工作与企业文化深度融

合，围绕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开展了丰富多彩的活动，公司整体凝聚力、向心力与软实力得到明显提升。     

    公司需遵守《深圳证券交易所行业信息披露指引第2号——上市公司从事固体矿产资源相关业务》的披露要求 

（一）宏观经济走势及下游需求 

2019年全球经济贸易增速显著放缓，外国直接投资大幅下降，主要发达经济体增速持续下行，新兴经济体下行压力加大。

美国特朗普政府推行单边主义和保护主义政策导致世界经济增速下滑，同时各国尤其是发达经济体货币与财政政策的效果减

弱，全球总需求不足也严重抑制了世界经济的增长。 

黄金行业需求：2019年，全国黄金实际消费量1002.78吨，与2018年相比下降12.91%。其中：黄金首饰676.23吨，同比

下降8.16%；金条及金币225.80吨，同比下降26.97%；工业及其他100.75吨，同比下降4.90%。随着下半年黄金价格的不断攀

升，黄金首饰消费出现明显下滑，未能延续上半年同比增长的趋势。世界黄金协会公布的《2019年黄金需求趋势报告》显示，

2019年全球黄金总需求下跌1%至4,355.7吨；黄金消费总需求下跌11%至2,977.7吨；黄金投资总需求增长9%至1,271.7吨；金

饰总需求下跌6%至至2,107.0吨；各国央行总需求下跌1%至650.3吨；科技用金总需求下跌2%至326.6吨。2019年下半年全球

黄金需求明显降低，与上半年的强劲增长形成鲜明对比。2019年下半年，全球各国央行黄金需求放缓，增持量减少了38%，

与上半年65%的增长对比显著。 

锑钨行业需求：从需求方面来看，国内锑下游消费总体比较稳定。锑的应用领域，塑料制品、化学纤维、 合成纤维、

合成橡胶产量小幅增长。据海关统计数据显示，2019年累计锑品出口量为58336.1吨，同比增长21.7%。2019年硬质合金需求

略有下降，但钨材和特钢小幅增加；全年累计出口钨品27,250吨，同比减少28.48%。 

（二）税费制度改革 

    1.2019年4月1日，根据《财政部 税务总局 海关总署关于深化增值税改革有关政策的公告》（财政部 税务总局 海关总

署公告2019年第39号，简称39号公告）的有关规定，调整了增值税税率，增加了进项税额抵扣，增值税改革有利于降低企业

税负。 

2、报告期内主营业务是否存在重大变化 

□ 是 √ 否  

3、占公司主营业务收入或主营业务利润 10%以上的产品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产品名称 营业收入 营业利润 毛利率 
营业收入比上

年同期增减 

营业利润比上

年同期增减 

毛利率比上年

同期增减 

黄金 12,262,143,456.67 779,404,983.80 6.36% 13.60% 18.55% 0.27% 

精锑 398,301,529.26 140,780,409.25 35.35% -8.59% -26.31% -8.50% 

含量锑 97,681,395.95 51,164,938.82 52.38% 25.06% 10.52% -6.89% 

氧化锑 595,486,400.24 113,895,139.71 19.13% -11.75% -49.34% -14.19% 

乙二醇锑 75,938,527.64 5,907,682.88 7.78% 2.18% 5,719.03% 7.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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钨品 291,830,024.95 49,090,808.38 16.82% -7.15% -44.37% -11.26% 

其他 107,835,718.65 8,437,043.64 7.82% 20.98% -62.75% -17.59% 

合计 13,829,217,053.36 
1,148,681,006.

46 
8.31% 10.98% -6.64% 8.31% 

4、是否存在需要特别关注的经营季节性或周期性特征 

□ 是 √ 否  

5、报告期内营业收入、营业成本、归属于上市公司普通股股东的净利润总额或者构成较前一报告期发生

重大变化的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6、面临暂停上市和终止上市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7、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1）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1）本公司于2019年3月23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和第五届监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会计政策变

更的议案》。自2019年1月1日采用《企业会计准则第22号——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财会〔2017〕7号）、《企业会计准

则第23号——金融资产转移》（财会〔2017〕8号）、《企业会计准则第24号——套期会计》（财会〔2017〕9号）以及《企

业会计准则第37号——金融工具列报》（财会〔2017〕14号）（统称新金融工具准则）相关规定，对因会计政策变更产生的

累积影响数，调整首次执行当年年初留存收益及财务报表其他相关项目金额，对可比期间信息不予调整。 

（2）本公司于2019年8月22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和第五届监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会计政策变

更的议案》。2019年度及以后期间的财务报表执行财政部《关于修订印发2019年度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通知》（财会〔2019〕

6号）相关规定。本公司于2020年3月21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和第五届监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2019年度及以后期间的财务报表执行财政部《关于修订印发合并财务报表格式（2019版）的通知》

（财会〔2019〕16号）相关规定。 

（3）本公司于2020年3月21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和第五届监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会计政

策变更的议案》。自2019年6月10日采用《企业会计准则第7号——非货币性资产交换》（财会〔2019〕8号）相关规定，对

2019年1月1日至本准则实施日之间发生的非货币性资产交换，应根据规定进行调整。对2019年1月1日之前发生的非货币性资

产交换，不需要进行追溯调整。该会计政策变更对合并及公司财务报表无影响。自2019年6月17日采用《企业会计准则第12

号——债务重组》（财会〔2019〕9号）相关规定，对2019年1月1日至本准则实施日之间发生的债务重组，应根据规定进行

调整。对2019年1月1日之前发生的债务重组，不需要进行追溯调整。该会计政策变更对合并及公司财务报表无影响。 

（2）报告期内发生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 

（3）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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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对 2020 年 1-3 月经营业绩的预计 

√ 适用 □ 不适用  

2020 年 1-3 月预计的经营业绩情况：净利润为负值 

净利润为负值 

2020 年 1-3 月净利润（万元） -4,700 至 -2,350 

2019 年 1-3 月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万元） 
4,691.98 

业绩变动的原因说明 
受新型冠状病毒疫情影响，公司复工延迟，对公司的生产和销售产生不

利影响。 

 

 

 

 

 

 

 

 

湖南黄金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黄启富  

                                                   

                                                                                            2020年3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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