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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达矿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2018 年，国内经济整体下行压力明显，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深入推进，

基本金属供需两端均受经济环境和政策影响较大，即供给端受供给侧改

革和环保严监管影响，供给增量低于预期；需求端受下游行业疲软影响，

需求低于预期。同时美联储加息导致美元指数坚挺对贵金属价格造成了

利空影响。报告期内，盛达矿业股份有限公司（下称“公司”）密切关

注市场动态，紧紧围绕董事会确定的全年经营目标，深耕主营业务，扎

实开展各项工作。在外部环境并不乐观的情况下，公司历年来稳健的经

营策略以及新增采选能力的有效释放，使得主营业务保持稳中有升的良

好发展态势，实现营业收入与净利润双增长，营业成果创新高。 

 

第一部分 2018 年生产经营情况及重点工作回顾 

 

一、2018 年生产经营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240,182.01 万元，同比增长 80.03%；

净利润 55,748.43万元，同比增长 20.65%；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 41,175.53 万元，同比增长 27.52%。2018 年，金属银的销售占公司

销售总额的比例近 50%，成为公司的重要收入来源。本年度营业收入、

净利润同比大幅增长，主要系报告期内公司产销规模较上年同期稳步提

升、收购的金山矿业纳入合并报表范围以及盛达光彩金属商品贸易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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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加等原因所致。 

二、2018 年重点工作完成情况 

（一）主要矿业子公司生产经营工作 

报告期内，下属各矿业子公司严格按照公司年初确定的 2018 年度

采、掘、选作业的生产任务和经营指标，紧紧围绕“重安全、保生产、

精筹划、细管理”的指导方针，注重矿山技术改造，加快矿山生产建设，

合理控制经营成本，全面落实了年度生产计划确定的各项工作及相关指

标。 

基建方面，赤峰金都 30 万吨选矿厂、尾矿库建设项目于 2018 年 12

月建成并投入使用，赤峰金都采、选、尾生产系统实现全部配套，为后

续生产创造了有利条件；全面完成了光大矿业、赤峰金都一采区井下二

期工程建设任务，形成了完整的提升、运输、通风、排水、供电、供风

等系统；启动赤峰金都充填系统建设，已完成厂房基础、设备采购等前

期准备工作，预计 2019 年 6 月底前投入使用，将有助于最大限度提高

回采率，有效实施采空区治理，确保回采作业安全；金山矿业一水硫酸

锰建设项目已完成立项、环评、稳评、主要设备招标和厂区设备基础开

挖，2019 年初即已大规模开展建设工作。 

生产方面，银都矿业完成采矿 50.29万吨，选矿 50.04万吨，实现

净利润 28,108.97万元；赤峰金都完成采矿 26.76 万吨，掘进 10,943.30

米，实现净利润 9,695.71 万元；光大矿业完成采矿 21.35 万吨，掘进

13,895.81 米，实现净利润 6,729.16 万元。报告期内，各主要矿业子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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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均圆满完成年度经营指标，矿山生产计划管理水平有了较大幅度的提

升。 

探矿增储方面，公司利用有效的预测方法和技术，采用经济合理的

勘查手段，取得了较好的探矿成果。光大矿业大地矿区新增 333 以上资

源储量矿石量 13.50 万吨，银金属量 74.68 吨、铅金属量 7411.50 吨、

锌金属量 5454 吨，平均品位银 553.18g/t、铅 5.49%、锌 4.04%；赤峰

金都十地矿区新增 333 以上资源储量矿石量 4.73 万吨，银金属量 5.75

吨、铅金属量 763.98 吨、锌金属量 1488.09 吨，平均品位银 120.36g/t、

铅 1.61%、锌 3.14%。 

绿色矿山建设方面，公司紧紧围绕“安全第一、预防为主、综合治

理”的安全生产方针和矿山环境保护相关要求，结合各矿山生产实际，

逐一制定了建设方案。报告期内，子公司光大矿业自治区级绿色矿山创

建工作顺利通过评估验收；截止报告期末，公司下属 4 家在产矿山中已

经有 3 家达到不同层级绿色矿山标准，子公司赤峰金都绿色矿山创建工

作也将在 2019 年完成。 

（二）重大资产重组工作 

公司于 2018 年 6 月启动重大资产重组收购控股股东盛达集团持有

的金山矿业 67%股权，随即组织审计、评估、律师等中介机构开展现场

工作并编制报告。2018 年 12 月 6 日，公司 2018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

审议通过本次重组方案，交易作价 124,811.00 万元；同月，公司完成

金山矿业 67%股权的工商变更登记手续，金山矿业成为公司的控股子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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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本次重组工作顺利完成。 

金山矿业所属的额仁陶勒盖矿区是国内单体银矿储量最大、生产规

模最大的独立大型银矿山。截至评估基准日 2018 年 6 月 30 日，金山矿

业保有资源量（121b＋122b＋333）矿石量 1,736.79 万吨，银金属量

3,546.07 吨，平均品位 204.17 克/吨；伴生（121b＋122b＋333）金矿

石量 1,736.79 万吨，金金属量 10,627.91 千克，平均品位 0.61 克/吨，

伴生锰矿石 1,736.79 万吨，平均品位 2.274%。金山矿业正在改建生产

系统，改扩建选矿厂，筹建硫酸锰生产线，项目建成投产后，金山矿业

将完成对银、锰、金的全部有效提取和利用，真正实现环保、安全、科

技型矿山。 

成功收购金山矿业后，公司银资源储备大幅增加，位居 A 股上市公

司前列；经营规模显著扩张，持续盈利能力和抵抗风险能力大幅加强，

公司在有色金属行业的龙头地位进一步得到巩固。 

（三）投资并购工作 

公司始终坚持走行业并购的发展道路，按照董事会制定的每年至少

并购一个优质项目的目标，报告期内除完成金山矿业的收购外，公司组

织人员广泛搜集项目信息，深入研究项目资料，全年实地考察、分析项

目 50 余项，为公司储备了较为丰富的潜在并购标的。 

报告期内，公司在做好投资并购工作的同时，对兰州银行、华龙证

券、中民投、百合网、津膜科技、羽时基金等已投项目积极开展投后管

理，充分掌握项目发展情况和研判退出时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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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市值管理工作 

报告期内，公司不仅在产业发展上不断突破，同时也积极履行市值

管理主体责任，为投资者创造了更多价值。公司坚持以提升内在价值为

核心、加强市场沟通为手段的市值管理理念，强化了上市公司及所属行

业运行情况动态监测和分析研判。通过反路演、电话会等形式，积极开

展与市场机构的沟通，准确传递公司经营信息和战略方向。同时公司加

大了对企业的宣传力度，加强了与媒体良好的互动。公司一贯重视同中

小投资者保持良好的沟通，取得了各级投资者对公司工作的理解和支

持。公司认真履行上市公司信息披露义务，确保信息披露工作的准确、

及时、完整，切实维护全体股东利益。 

 

第二部分 董事会尽责履职情况 

 

一、董事会会议情况及决议内容 

2018 年度，公司共召开董事会会议 14 次，审议通过议案 78 项，会

议作出的各项决议，均已得到有效落实。 

二、董事会对股东大会决议的执行情况 

2018 年度，公司共召开年度股东大会 1 次，临时股东大会 4 次，审

议通过议案 27 项；董事会严格按照股东大会和《公司章程》所赋予的

职权，认真执行股东大会的各项决议，组织实施股东大会交办的各项工

作。 

三、董事会下设专门委员会及独立董事的履职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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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期内，公司董事会专门委员会和独立董事积极发挥了各自的职

能和作用。董事会专门委员会在公司的经营战略、重大决策、实施董事

会决议、指导公司内部控制建设和保持高管人员的稳定等方面发挥了重

要作用。独立董事则充分发挥专业和信息方面的优势，公司采用了多种

形式听取他们在公司对外投资、财务管理、绩效管理、内部审计、内部

控制等方面的建议，使公司董事会的决策更加科学有效。 

 

第三部分 公司发展战略和风险应对措施 

 

一、行业发展趋势 

有色金属工业是国民经济重要的基础原材料产业，应用领域广泛，

在经济社会发展以及国防科技工业建设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近年

来，国家对有色金属行业加大了产业扶持力度，优化行业布局，建立和

完善了矿产资源储备与规划体系，大幅度提高了矿产资源勘探和合理开

发利用效率，强化矿业资源开发的深度和广度，严格控制盲目扩张，淘

汰落后产能，推动有色金属行业生产和利用方式的转变。国家出台了各

项有利于行业发展的政策，鼓励行业内兼并重组，促进产业结构调整与

升级，有利于有色金属行业的长期稳定发展。同时，随着经济发展方式

的转变和全民环保要求的提高，金属资源的循环利用，也成为行业的发

展方向之一。 

作为基础原材料行业，有色金属行业与下游产业发展和国际国内经

济形式密不可分。就工业属性而言，下游产业的勃发与衰退，直接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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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金属品种的价格与用量。就金银等贵金属而言，其具有较强的金融

属性，除了受到下游相关产业及消费需求影响外，又受到主要经济体经

济走势、利率水平、美元指数等金融变量的影响。这要求我们在制定公

司发展战略时，要站在全产业链的角度关注经济走势，关注下游产业、

尤其是具有较强确定性可持续增长的新产业发展，以及由此带动的有色

金属产业发展机会。 

总体上看，无论是从国际环境还是国内趋势来看，宏观经济形势正

面临着诸多不稳定因素。2019 年，对工业金属而言，预计偏积极的财政

政策带来的需求会在一定程度上对冲工业金属需求下行的预期。对贵金

属而言，美联储加息周期接近尾声，黄金配置价值显现，同时金银比预

计将迎来修复。国内金融“去杠杆”相关政策有所放松，稳健适度的货

币政策则有利于改善全行业包括有色金属企业的融资环境。 

二、公司发展战略 

随着 2018 年完成对金山矿业的收购，公司已拥有银都矿业、金山

矿业、光大矿业、赤峰金都、东晟矿业等 5 家高品质矿山企业以及丰富

的银、金、铅锌、锰金属资源，矿石储量超 4,400 万吨，年采选能力近

200 万吨，其中控制的白银储量超过 8,200 吨，公司已成为 A 股贵金属

龙头企业之一。公司优质的资源禀赋、稳健的财务状况、充裕的现金流

以及稳定成熟的经营管理体系，为公司横向及纵向的产业拓展及规模扩

张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未来几年，公司将积极推进实施“原生矿产资源+城市矿山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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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发展战略，将公司打造成有影响力的金属资源提供商，实现“资源，

让生活更美好”的愿景。  

公司将合理利用资金、技术管理等优势，加大矿产资源获取力度，

进一步扩大资源储量，着重关注贵金属以及下游产业发展迅速的有色金

属品种（如镍、钴、锰、锂等电池材料相关资源），强化稀贵金属矿业

企业的属性。  

公司借助在金属采选累积的多年经验，计划进入金属资源回收行

业，即从金属资源勘探、采选，延伸至金属资源的回收再利用。公司看

好新能源产业的长期发展，重点关注镍、钴、锂等金属资源的回收利用。

通过资源回收利用及矿种资源（镍钴锂等）拓展，形成完整产业链，并

强化技术投入，建立技术壁垒，成为国内主流的金属资源循环利用服务

商。公司也将由单纯的矿山采选业务，升级为集矿山开发、固废、危废

处理、资源回收利用等环保、循环经济业务为一体的资源企业。 

公司将在金属资源的基础上，延伸金属材料产业链，逐步向技术密

集、高附加值的功能金属、金属靶材等材料领域发展，重点方向为半导

体材料、显示材料、电子产品材料等领域，使公司进入高技术、高端制

造企业行列，实现资源的价值最大化。 

三、可能面临的风险及应对措施 

（一）行业周期性风险 

公司的经营状况、盈利能力和发展前景与相关行业周期之间存在很

大关联度。公司将研判不断发展变化的内外部环境，实时分析有色金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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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业的市场变化，及时调整产销节奏和并购策略，以降低行业周期性风

险给公司业绩带来的波动。 

（二）有色金属价格波动风险 

公司主要产品价格是参照国内和国际市场价格确定，其价格受全球

经济、中国经济的影响较大。公司将通过强管理、降成本，同时根据公

司专业人员对产品价格的跟踪和研判，尽可能在产品价格相对高位实现

销售等措施降低因价格波动给公司财务状况和经营业绩带来的影响。 

（三）安全生产风险 

公司属于有色金属矿采选行业，自然灾害、设备故障、人为失误都

可能形成安全隐患。公司将加强日常生产经营管理，加大安全设备、设

施投入，完善各项安全生产措施，强化安全生产责任制度落实，防范安

全生产风险。 

第四部分 社会责任情况 

 

公司注重在经营发展中履行社会责任，包括员工发展、公益事业、

环境保护、安全监管等诸多方面。公司在经济效益不断增长的同时，重

视对投资者的合理回报，连续多年高比例现金分红，积极回报投资者。

为建设和谐牧企关系，公司坚持合理开发利用资源，尽力为矿区牧民创

造良好的生活环境，通过加大投入、安全防护、改进设施、洒水除尘、

覆土复垦、植树种草、硬化路面等措施，把噪声粉尘污染降到最低限度，

让矿区裸露地面基本实现软硬覆盖，使矿区环境最大限度回归自然。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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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积极为社会奉献爱心，扶贫帮困，切实做到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自

身发展与社会发展相互协调，实现公司与职工、公司与环境、公司与社

会的健康和谐发展。 

 

第五部分 2018 年经营计划 

 

一、强化计划管理，全面完成 2019 年公司各项经营指标 

2019 年，公司要进一步强化计划管理，严格以计划指导生产，确保

全面完成 2019 生产经营任务。其中赤峰金都、光大矿业是业绩承诺期

的最后一年，要在前期顺利完成业绩承诺的基础上，保证 2019 年业绩

承诺圆满完成。2019 年是金山矿业注入上市公司的第一年，也是业绩承

诺的开局之年，在确保完成 2019 年业绩承诺的同时，做好采选量扩产

至 90 万吨的准备工作，同时抓紧一水硫酸锰生产线的建设，为未来两

年业绩增长打好基础。 

二、强化内部管理，规范企业有效运行 

2019 年，公司将继续按照管理科学、权责对等、职能清晰、控制有

力、运转高效的原则，以战略管理为导向，以制度管理为依据，以强化

执行为基础，不断强化运营能力，持续提升公司经营水平。 

三、围绕公司战略规划，优质高效完成并购工作 

公司战略升级的思路已非常明晰，并购是实现公司战略的重要手

段。并购工作要围绕战略展开，公司资源要向战略目标集中。2019 年，

公司要加大行业并购力度，按照发展战略，争取完成一个以上矿业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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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并购工作。 

四、合规经营，严控经营风险和投资风险 

作为矿业上市公司，经营风险管控不住，公司健康可持续发展就无

从谈起。2019 年，公司将持续高度重视生产安全和环保安全，时刻保持

“安全大如天、责任重于山”的安全意识，采取有效措施，杜绝一切安

全事故的发生。在对外投资并购方面，慎重选择投资标的，科学、严密

组织项目尽职调查，审慎、民主进行投资决策，严控项目投资风险。同

时，公司将进一步建立和完善合同管理制度、招投标制度、财务管理制

度和内部审计制度，加强对合同履行过程中的控制和监督，定期开展内

部审计，降低经营成本，确保资金安全。 

五、强化安全环保工作，加速推进绿色矿山建设 

公司要紧紧围绕“安全第一、预防为主、综合治理”的安全生产方

针和矿山环境保护相关要求，结合各矿山生产实际，全面落实安全环保

责任制度，防止各类安全环保事故的发生，确保各矿山安全环保工作总

体形势的稳定。创建绿色矿山是新形势下保证矿业可持续健康发展的必

由之路，是实现科学发展、社会和谐的必然选择。2019 年，对于未完成

绿色矿山创建的下属矿山，公司要进一步优化调整方案，确保年内完成

创建工作任务。 

六、拓宽融资渠道，保证资金需求 

公司将根据实际经营状况及发展战略，在合理利用现有资金的基础

上，研究制定多种渠道的资金筹措和资金使用计划，努力提高资金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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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率，降低资金成本，打造安全、稳定的资金链条，满足公司生产经营

和项目建设的资金需求。 

七、打造绩效文化，建立健全用人机制 

绩效文化是实现战略目标的强有力的保障，公司要不断完善员工考

核，优化绩效分配，促进效率提升。建立以岗位和工作能力为基础的具

有市场竞争力的公司内部分配制度，完善与工作完成情况、工作质量和

效率相匹配的绩效考核制度，科学评价不同岗位员工的实际工作能力，

合理拉开收入分配差距，切实做到收入能增能减和奖惩分明，充分调动

员工的积极性。 

 

 

盛达矿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九年四月二十二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