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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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负责人夏勇、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吴斌鸿及会计主管人员高端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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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00,681,320.38 1,957,171,505.92 17.5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2,116,622,222.65 1,749,389,485.02 20.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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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9,487,414.51 -1.84% 927,069,005.00 18.4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113,681,650.50 25.19% 355,181,467.36 133.4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

性损益的净利润（元） 
114,105,513.63 24.99% 355,900,403.93 133.38%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 -- 407,425,968.17 43.98%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000 25.16% 0.3123 133.41%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000 25.16% 0.3123 133.41%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5.55% -0.13% 18.43% 89.80% 

注：报告期公司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较上年同期增加203,065,881.97元，同比增加133.49%，主要系报告期主

要产品销售单价同比大幅上涨所致。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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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91,815.86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262,404.84  

减：所得税影响额 -35,284.13  

合计 -718,936.5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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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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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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768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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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甘肃建新实业集团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40.99% 466,139,241  

质押 444,000,000 

冻结 466,139,241 

临时保管 20,000,000 

北京赛德万方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26.51% 301,508,345  质押 301,508,300 

北京智尚劢合投资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6.47% 73,538,620  质押 66,000,000 

重庆市涪陵国有资产投资经营集

团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0.88% 10,000,000    

云南国际信托有限公司－聚鑫

2021 号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其他 0.30% 3,393,150    

中国工商银行－华安安信消费服

务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0.29% 3,294,401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华泰柏

瑞量化增强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0.25% 2,881,240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华泰柏

瑞量化先行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0.25% 2,871,878    

陈维焕 境内自然人 0.20% 2,327,713    

谭振华 境内自然人 0.19% 2,18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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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甘肃建新实业集团有限公司 466,139,241 人民币普通股 466,139,241 

北京赛德万方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301,508,345 人民币普通股 301,508,345 

北京智尚劢合投资有限公司 73,538,620 人民币普通股 73,538,620 

重庆市涪陵国有资产投资经营集团有限公司 10,0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10,000,000 

云南国际信托有限公司－聚鑫 2021 号集合资

金信托计划 
3,393,150 人民币普通股 3,393,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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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工商银行－华安安信消费服务股票型证

券投资基金 
3,294,401 人民币普通股 3,294,401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华泰柏瑞量化增强

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2,881,240 人民币普通股 2,881,240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华泰柏瑞量化先行

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2,871,878 人民币普通股 2,871,878 

陈维焕 2,327,713 人民币普通股 2,327,713 

谭振华 2,180,000 人民币普通股 2,180,0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公司未知上述股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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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参与融资融券业务情况说

明 

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中，自然人股东陈维焕普通帐户持股数量为 17,701

股，信用帐户持股数量为 2,310,012 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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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主要财务数据、财务指标发生变动的原因及说明 

    1、资产负债表项目 

会计科目 期末数 期初数 变动金额 变动比例(%) 变动原因 

货币资金 680,069,401.74  351,548,541.24  328,520,860.50  93.45  
主要系报告期营业收入增加，投资和筹资

支出减少所致。 

应收票据 18,600,000.00  32,397,540.00  -13,797,540.00  -42.59  主要系票据结算减少所致。 

应收账款 112,938,297.67  126,226,632.87  -13,288,335.20  -10.53  主要系报告期收回上年期末账款所致。 

预付款项 16,175,653.29  6,344,981.06  9,830,672.23  154.94  主要系报告期期末预付款尚未结算所致。 

其他应收款 9,980,769.17  3,868,724.37  6,112,044.80  157.99  主要系报告期发生大额单位应收款所致。 

其他流动资产 9,195,344.82  3,961,229.46  5,234,115.36  132.13  
主要系增值税待抵扣进项税额和预交的

税费较期初增加所致。 

工程物资 1,012,413.58  377,017.64  635,395.94  168.53  主要系报告期工程用材料退库所致。 

其他非流动资产 81,885,107.48  69,197,607.48  12,687,500.00  18.34  主要系报告期地质钻探支出增加。 

应付账款  67,798,346.71  79,681,420.52  -11,883,073.81  -14.91  主要系支付前期工程款、劳务费所致。 

预收款项  11,310,439.00  18,138,940.88  -6,828,501.88  -37.65  主要系未结算货款较期初减少。 

应付职工薪酬  15,574,954.01  9,809,070.58  5,765,883.43  58.78  主要系期末计提的工资尚未发放。 

应交税费  15,507,989.12  30,301,188.10  -14,793,198.98  -48.82  
主要系期末未交的增值税和企业所得税

减少。 

专项储备  45,174,255.08  33,122,984.81  12,051,270.27  36.38  主要系报告期计提的安措费转入。 

未分配利润  591,207,352.87  236,025,885.51  355,181,467.36  150.48  主要系报告期实现的净利润转入。 

    2、利润表项目 

会计科目 本期数 上年同期数 变动金额 变动比例(%) 变动原因 

营业收入 927,069,005.00  782,836,657.04  144,232,347.96  18.42  主要系主要产品销售单价高于上年同期。 

营业成本 380,551,541.83  488,362,223.81  -107,810,681.98  -22.08  

主要系原计入生产成本的矿产资源税报

告期转入税金及附加核算；二是上年同期

总部贸易成本 7,583.26 万元，本期未开展

贸易。 

税金及附加 72,407,931.75  25,978,811.97  46,429,119.78  178.72  
主要系报告期资源税、房产税、土地使用

税、印花税等转入本科目核算。 

销售费用 2,699,109.55  12,223,164.85  -9,524,055.30  -77.92  主要系报告期运费减少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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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费用 52,908,811.69  66,835,839.57  -13,927,027.88  -20.84  
主要系矿产资源补偿费及房产税、土地使

用税、印花税等转入税金及附加核算。 

财务费用 -2,940,718.59  3,894,247.80  -6,834,966.39  -175.51  利息支出同比减少、利息收入同比增加。 

资产减值损失 100,501.16  845,128.58  -744,627.42  -88.11  
主要系报告期计提的坏账准备比上年同

期减少。 

营业外收入 115,880.79  480,408.84  -364,528.05  -75.88  不可比。 

所得税费用 66,536,809.87  33,292,596.86  33,244,213.01  99.85  
主要系报告期营业利润高于上年同期，当

期所得税费用增加。 

净利润 354,110,797.04  150,973,175.22  203,137,621.82  134.55  
主要产品销售单价高于上年同期，净利润

增加。 

    3、现金流量表项目 

会计科目 本期数 上年同期数 变动金额 变动比例(%) 变动原因 

经营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量净额  
407,425,968.17  282,971,548.91  124,454,419.26  43.98  营业收入同比增加。 

投资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量净额  
-78,753,643.94  -88,467,653.58  9,714,009.64  10.98  主要系报告期在建工程投资减少。 

筹资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量净额  
-150,000.00  -120,474,451.10  120,324,451.10  99.88  报告期筹资活动支出减少。 

（二）主要产品产销存发生变动情况 

1、主要产品产销存（单位：金属吨、吨） 

产品名称 
本期数 上年同期 

期初数 生产量 销售量 期末数 期初数 生产量 销售量 期末数 

铅精矿 2,579.39  8,903.05  11,086.89  395.55  36.03  10,247.63  9,176.32  1,107.34  

锌精矿 1,920.27  50,795.53  49,350.39  3,365.41  39.31  61,096.78  60,944.21  191.88  

铜精矿 3.79  1,424.68  1,199.57  228.91  0.77  1,467.85  1,463.15  5.47  

硫精矿 3,207.58  250,108.41  252,146.67  1,169.32  4,944.36  279,363.91  276,904.62  7,403.65  

硫酸 336.86  69,084.00  69,000.12  420.74  132.92  73,091.00  72,389.98  833.94  

次铁精矿 312.99  62,984.00  55,852.21  7,444.78  -0  68,888.00  58,124.21  10,763.79  

    2、主要产品产销量同比变动情况（单位：金属吨、吨） 

产品名称 
生产量 销售量 

本期数 上年同期 同比增减（%） 本期数 上年同期 同比增减（%） 

铅精矿 8,903.05  10,247.63  -13.12  11,086.89  9,176.32  20.82  

锌精矿 50,795.53  61,096.78  -16.86  49,350.39  60,944.21  -19.02  

铜精矿 1,424.68  1,467.85  -2.94  1,199.57  1,463.15  -18.01  

硫精矿 250,108.41  279,363.91  -10.47  252,146.67  276,904.62  -8.94  

硫酸 69,084.00  73,091.00  -5.48  69,000.12  72,389.98  -4.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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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铁精矿 62,984.00  68,888.00  -8.57  55,852.21  58,124.21  -3.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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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控股股东重组进展情况 

   本公司控股股东甘肃建新实业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建新集团”)于 2016 年 10 月 27 日向甘肃省陇南市中级人民法院

申请破产重整，经法院审理，同意对建新集团的破产重整申请予以准许，并于 2016 年 12 月 2 日出具受理破产重整的裁定书

【(2016)甘 12 民破字 01 号】，裁定受理建新集团重整申请；2017 年 3 月 20 日，法院主持召开了建新集团破产重整第一次债

权人会议，会议选定财务审计机构、资产评估机构和矿权评估机构，宣布债权的申报情况并选举了债权人委员会；2017 年 9

月 1 日建新集团向法院提交了重整计划(草案)；2017 年 9 月 22 日法院组织召开了第二次债权人会议；截止本报告披露日，

债权人会议结果尚未公布，公司将密切关注建新集团重组进展情况，并督促建新集团依照相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2.公司筹划购买资产进展情况 

2017 年 9 月 20 日，公司开始筹划购买资产事项，后经公司确认，本次筹划事项涉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初步判断不构

成重大资产重组，但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事项需遵守《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期间，公司与交易对手

方、拟购资产方有关人员及中介机构瑞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北京海润律师事务所、中天华伟矿业技术咨询有限

公司等有关人员，就拟购资产事项进行了沟通并布署了相关工作安排；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及相关各方正积极推进各项

工作，公司将依据相关进程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3.关于控股股东建新集团承诺2017年度注入资产的进展情况 

建新集团承诺 2017 年度将甘肃新洲矿业有限公司、山西金德成信矿业有限公司、乌拉特后旗欧布拉格铜矿有限责任公

司注入上市公司，截至本报告期期末，由于建新集团正处破产重整过程中，相关标的资产股权均处于冻结状态，故资产注入

事项尚具不确定性。 

报告期重要事项的披露情况 

重要事项概述 披露日期 临时报告披露网站查询索引 

建新集团向法院提交重整计划(草案)涉

及控股权发生变动等重大事项 
2017-09-06 

《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及巨潮资

讯网刊登的《建新矿业重大事项停牌公告》公告编号：

2017-026 号 

公司筹划重大事项(购买资产) 2017-09-20 

《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及巨潮资

讯网刊登的《建新矿业重大事项停牌公告》公告编号：

2017-027 号 

公司筹划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事项 2017-10-11 

《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及巨潮资

讯网刊登的《建新矿业关于筹划发行股份购资产事项

的停牌公告》公告编号：2017-030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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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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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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本报告期末存在尚未履行完毕的承诺事项，具体如下： 

承诺

事由 
承诺方 承诺类型 承诺内容 承诺时间 承诺期限 履行情况 

股改

承诺 

建新集

团 

股份限售

及减持承

诺 

承诺其收购的 10,400 万股股权

自公司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实施

后首个交易日起 36 个月内不上

市交易；在其后的 24 个月内，

通过二级市场减持股份的每股

价格不低于 20 元。股权分置改

革期间，建新集团替股东上海可

欣支付了股改对价。2014 年 5

月，经双方协商，上海可欣将持

有的 180 万股公司股权过户给

建新集团作为偿还股权分置改

革期间建新集团代为垫付的对

价。建新集团做出承诺：因过户

的 180 万股股权为上海可欣偿

还股权分置改革期间建新集团

代为垫付的对价，该 180 万股股

权视同为股权分置改革期间支

付对价所获得，故该 180 万股股

权的限售情况与建新集团股改

期间关于股份限售的承诺一致，

即自公司股票恢复上市首个交

易日起 36 个月内不上市交易；

在其后的 24 个月内，通过二级

市场减持股份的每股价格不低

于 20 元。 

2009 年 11 月

10 日 

2013.4.26-2

016.4.26 

建新集团股改限售股份已解

除限售，但通过二级市场减

持股份每股价格不低于 20 元

的承诺将继续履行。 

资产 建新集 同业竞 巴彦淖尔华峰氧化锌有限公司 2014 年 04 月 待企业连续 履行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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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诺

事由 
承诺方 承诺类型 承诺内容 承诺时间 承诺期限 履行情况 

重组

时所

作承

诺 

团及刘

建民先

生 

争、关联

交易、资

金占用方

面的承诺 

待该行业转暖且企业连续盈利

2 年后，1 年内注入上市公司。 

25 日 盈利两年

后，一年以

内注入 

建新集

团及刘

建民先

生 

同业竞

争、关联

交易、资

金占用方

面的承诺 

乌拉特后旗瑞峰铅冶炼有限公

司待该行业转暖且连续盈利 2

年后，1 年内注入上市公司。 

2014 年 04 月

25 日 

待行业转暖

且连续盈利

两年后，一

年以内注入 

履行中 

建新集

团及刘

建民先

生 

同业竞

争、关联

交易、资

金占用方

面的承诺 

待甘肃新洲矿业有限公司大股

东酒钢集团持有的 45%的股权

资产证券化事宜获得有权国资

部门的批准，新洲矿业完善相关

手续、权证的办理，达到评估条

件后壹年内，建新集团随即将持

有的新洲矿业 40%的股权注入

上市公司，预计最迟不超过

2017 年完成对该项资产的注入

工作；若 2017 年未完成，建新

集团同意赔偿上市公司 2000 万

元人民币，同时撤销对该项资产

注入的承诺。 

2014 年 04 月

25 日 

2014.4.25-2

017.12.31 

2015 年 4 月 7 日公司在《中

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

海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上

刊登进展公告，建新集团来

函并转来的新洲矿业各股东

关于同意将所持新洲矿业

100%股权注入上市公司的函

件。该资产注入尚需新洲矿

业各股东最终达成共识并履

行相关股东会决议等手续，

以及涉及该转让程序有关的

包括但不限于符合国资股转

让的相关审批要求、资产估

值的相关要求、相关证照变

更申领手续的办理等合法合

规手续的完善，以及公司董

事会、股东大会对该注入事

宜的审议通过后方为有效。 

建新集

团及刘

建民先

生 

同业竞

争、关联

交易、资

金占用方

山西金德成信矿业有限公司在

该公司建成投产后 2 年内注入

上市公司，预计 2017 年注入上

市公司。 

2014 年 04 月

25 日 

2014.4.25-2

017.12.31 
履行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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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诺

事由 
承诺方 承诺类型 承诺内容 承诺时间 承诺期限 履行情况 

面的承诺 

建新集

团及刘

建民先

生 

同业竞

争、关联

交易、资

金占用方

面的承诺 

内蒙古中西矿业有限公司在

2020 年底之前将持有的该公司

100%股权注入上市公司。 

2016 年 12 月

29 日 

2016.12.29-

2020.12.31 

受建新集团债务危机影响，

中西矿业资产处于抵押状

态，其 500万吨/年技改项目

2016 年亦未完成，鉴于中西

矿业抵押现状短期内不能解

除和项目暂不符合《钼行业

准入条件》，建新集团于 2016

年 12 月 6 日向公司申请将

2014年 4月 25日经公司 2014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通过的“于 2016年底之前将

持有的中西矿业 100%股权注

入上市公司的承诺”变更为

“2020 年底之前将持有的中

西矿业 100%股权注入上市公

司的承诺”。经公司 2016年

12月 12日召开的第十届董事

会第五次会议及 2016 年 12

月 29日召开的第四次临时股

东大会审议通过，同意建新

集团变更承诺中西矿业资产

于 2020年底前注入。 

建新集

团及刘

建民先

生 

同 业 竞

争、关联

交易、资

金占用方

面的承诺 

乌拉特后旗欧布拉格铜矿有限

责任公司将于 2016 年前完成进

一步的探矿工作，若探明铜矿石

储量达到 100 万吨(以上)，能满

足企业正常生产 8 至 10 年的要

求，则该资产预计于 2017 年注

入上市公司；若矿石储量达不到

前述要求，则放弃将其注入上市

公司。 

2014 年 04 月

25 日 

2014.4.25-2

017.12.31 
履行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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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诺

事由 
承诺方 承诺类型 承诺内容 承诺时间 承诺期限 履行情况 

建新集

团、赛

德万方

及智尚

劢合 

其他承诺 

无法享受企业所得税优惠税率

的估值补偿方式。重大资产重组

交易中，标的资产采用资产基础

法和收益法两种方法进行评估，

评估中按 15%税率计算企业所

得税，并以资产基础法的评估值

216,938.93 万元作为评估结论。

如按照 25%税率计算企业所得

税，东升庙矿业的资产评估值将

为 198,696.15 万元人民币，差额

为 18,242.78 万元。本次交易中，

上市公司的发行价格为 2.95 元/

股，东升庙矿业上述评估值差额

对应上市公司 61,839,932 股股

份（建新集团 30,301,567 股，赛

德万方 25,354,372 股，智尚劢合

6,183,993 股）。未来若《西部地

区鼓励类产业目录》公布，标的

资产须按 25%企业所得税税率

执行，则由上市公司以 1 元价格

向建新集团、赛德万方、智尚劢

合回购其所持有因所得税税率

差额部分所获得的股份。 

2012 年 11 月

10 日 
长期 履行中 

建新集

团及刘

建民先

生 

同业竞

争、关联

交易、资

金占用方

面的承诺 

(1）本公司及实际控制人刘建民

先生已真实、完整、准确地披露

了公司现时各矿产及非矿产业

务板块和下属企业的主营业务

情况，不存在任何隐瞒或遗漏。

（2）交易完成后，建新集团将

尽快解决本次不能将上述铅锌

板块企业注入上市公司的障碍，

并将建新集团持有的上述五家

2012 年 11 月

03 日 
长期 履行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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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诺

事由 
承诺方 承诺类型 承诺内容 承诺时间 承诺期限 履行情况 

铅锌板块企业的相关股权在条

件成就时换股或全部注入上市

公司，以消除其与上市公司之间

的同业竞争。（3）在未来发展中，

如取得任何适合上市公司从事

业务的发展机会，上市公司可以

根据需要选择发展；建新集团及

实际控制人刘建民先生将无偿

给予上市公司必要的支持和协

助。（4）在建新集团为上市公司

控股股东以及刘建民为上市公

司实际控制人期间，刘建民以及

建新集团及其全资与控股或实

际控制的下属企业将不再发展

任何与上市公司从事业务相同

或相近的业务或项目；亦不再谋

求通过与任何第三人合资、合

作、联营或采取租赁经营、承包

经营、委托管理等方式直接或间

接从事与上市公司构成竞争的

业务。（5）建新集团不会利用上

市公司持股优势地位从事任何

损害上市公司及其他股东，特别

是中小股东利益的行为。（6）刘

建民先生及建新集团违反上述

声明和承诺的，将立即停止与上

市公司构成竞争业务，并采取必

要措施予以纠正补救；同时须对

违反上述声明和承诺导致上市

公司之一切损失和后果承担赔

偿责任。 

建新集 其他承诺 非公开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交易 2012 年 11 月 长期 履行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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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诺

事由 
承诺方 承诺类型 承诺内容 承诺时间 承诺期限 履行情况 

团及刘

建民先

生 

完成后，建新集团将按照有关法

律法规的要求，保证上市公司与

建新集团及其附属公司在业务、

资产、财务、人员、机构等方面

保持独立。 

03 日 

建新集

团及刘

建民先

生、赛

德万

方、智

尚 劢

合 

同业竞

争、关联

交易、资

金占用方

面的承诺 

未来将避免与上市公司之间的

关联交易；对于上市公司无法避

免的关联交易，明确了关联交易

的操作原则，将严格依照关联方

回避关联交易相关议案的表决

等切实可行的机制。 

2012 年 11 月

03 日 
长期 履行中 

 
建新集

团 
其他承诺 

建新集团已将东升庙矿业有限

责任公司和凤阳县金鹏矿业有

限公司的实际情况与《铅锌行业

准入条件》进行了对照，建新集

团认为该两家企业符合现行《铅

锌行业准入条件》规定的全部条

件。若两家公司未来在根据《铅

锌行业准入条件》进行认定时，

因不符合现行规定而导致的相

关损失，均由建新集团承担。 

2012 年 11 月

03 日 
长期 履行中 

四、对 2017 年度经营业绩的预计 

预测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期末的累计净利润可能为亏损或者与上年同期相比发生大幅度变动的警示及原因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本报告公司未对 2017 年度经营业绩进行预计，待业绩测算完成后，公司将依据相关规定履行 2017 年度经营业绩预告

的信息披露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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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证券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证券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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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期内公司未发生现场接待调研、沟通、采访等活动，公司依照投资者关系管理相关制度、规则、指引回答投资者

电话咨询，回复“互动易”上投资者的提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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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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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履行精准扶贫社会责任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未开展精准扶贫工作，也暂无后续精准扶贫计划。 

 

                                                                         建新矿业股份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夏勇 

                                                                          二 O 一七年十月二十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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