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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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负责人王平卫、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肖晓霞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

管人员)姜延龙声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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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元） 254,805,099.27 108,719,971.87 134.3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28,472,855.70 670,363.34 4,147.3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的净利润（元） 
28,355,918.72 512,862.68 5,428.95%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38,600,567.89 -13,620,405.34 -183.40%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134 0.0035 3,140.00%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134 0.0035 3,140.0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31% 0.10% 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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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78,201,678.63 3,273,925,347.87 0.1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2,177,925,435.74 2,161,156,217.19 0.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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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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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4,141.03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6,244.45  

减：所得税影响额 19,395.50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61,564.10  

合计 116,936.9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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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通股股东总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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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3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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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色矿业集团有

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24.18% 60,712,343  质押 33,300,000 

孙梅春 境内自然人 10.41% 26,147,650 26,147,650   

钟海华 境内自然人 5.20% 13,054,224 13,054,224   

深圳市东方富海

创业投资管理有

限公司－富海股

投邦（芜湖）四

号股权投资合伙

企业（有限合伙） 

其他 3.01% 7,553,503 7,553,503   

王平卫 境内自然人 2.97% 7,452,000 5,589,000   

中国银河证券股

份有限公司约定

购回专用账户 

境内非国有法人 1.95% 4,894,500    

#国腾投资有限

责任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1.87% 4,692,500    

#西藏腾毅投资

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1.32% 3,305,000    

冯秀伟 境内自然人 0.94% 2,372,215 2,372,215   

吉林省有色金属

地质勘查局 
国有法人 0.92% 2,314,2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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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色矿业集团有限公司 60,712,343 人民币普通股 60,712,343 

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约定

购回专用账户 
4,894,500 人民币普通股 4,894,500 

#国腾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4,692,500 人民币普通股 4,692,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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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藏腾毅投资有限公司 3,305,000 人民币普通股 3,305,000 

吉林省有色金属地质勘查局 2,314,287 人民币普通股 2,314,287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2,228,400 人民币普通股 2,228,400 

王平卫 1,863,000 人民币普通股 1,863,000 

陈茹 1,685,800 人民币普通股 1,685,800 

宋玉印 1,681,500 人民币普通股 1,681,500 

徐合林 1,480,124 人民币普通股 1,480,124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

说明 

中色矿业集团有限公司是本公司控股股东，王平卫是本公司的 7 个共同实际控制人之

一，西藏腾毅投资有限公司是国腾投资有限责任公司的全资子公司。除此之外，公司未

知其他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 

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参与融资融券

业务情况说明（如有） 

#国腾投资有限责任公司通过投资者信用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份 1,200,000 股。
#西藏

腾毅投资有限公司通过投资者信用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份 2,305,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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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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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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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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表项目 2019年3月31日 2018年12月31日 变动幅度 变动原因 

应收票据 131,333,470.89 94,987,598.76 38.26% 主要是收取银行承兑汇票增加所致 

预付款项 159,309,129.10 66,377,499.66 140.00% 主要是原材料预付款增加所致 

预收款项 8,836,310.47 5,662,220.77 56.06% 主要是收到预付货款增加所致 

应付职工薪酬 14,176,363.25 23,368,027.91 -39.33% 主要是发放了上年度的部分效益奖金 

长期股权投资 4,601,567.67   主要是本期华勘钻具不再纳入合并范围所致 

报表项目 2019年1-3月 2019年1-3月   

营业收入 254,805,099.27 108,719,971.87 134.37% 主要是东鹏新材纳入合并报表范围所致 

营业成本 162,584,860.83 76,145,209.59 113.52% 主要是东鹏新材纳入合并报表范围所致 

管理费用 28,778,940.04 15,305,823.75 88.03% 主要是东鹏新材纳入合并报表范围所致 

财务费用 4,668,587.85 1,934,161.42 141.38% 主要是利息支出增加所致 

所得税费用 13,925,802.79 2,006,965.40 593.87% 主要是东鹏新材纳入合并报表范围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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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经2018年2月12日召开的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2018年3月20日召开的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2018年4月2日

召开的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和2018年4月23日召开的2017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公司拟以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的方

式收购孙梅春、钟海华等10名股东合计持有的东鹏新材100%股权，合计支付对价为180,000.00万元，其中，以发行股份的方

式支付交易对价140,077.75万元，以现金方式支付交易对价39,922.25万元。为支付本次交易的现金对价和中介机构费用，公

司拟向不超过10名特定对象非公开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不超过42,922.25万元。本次关于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

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事项已获得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并购重组审核委员会审核无条件通过。2018年8月1日公司收到中国证

监会核发的《关于核准中矿资源勘探股份有限公司向孙梅春等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批复》（证监许可〔2018〕

1205号）。2018年8月9日，本次交易标的东鹏新材100%股权已过户至本公司名下，资产交割及相关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已办

理完毕。截至2018年8月23日，公司向孙梅春等10名交易对方发行的总计58,782,096股股份已办理完毕股份登记手续；经深交

所批准，该等新增股份的上市日期为2018年9月13日。详见2018年6月28日、8月2日、8月11日、9月11日刊登在《中国证券报》、

《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公告。 

 

2、经2019年1月30日召开的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2019年3月11日召开的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2019年3

月29日召开的2019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公司拟通过全资子公司中矿（香港）稀有金属资源有限公司以支付现金

的方式购买交易对方Cabot Corporation及Cabot G.B. Limited持有的Tantalum Mining Corp of Canada Ltd.（简称“Tanco”）、Cabot 

Specialty Fluids, Inc.（简称“CSF, Inc.”）及Cabot Specialty Fluids Limited（简称“CSF Limited”，Tanco、CSF, Inc.及CSF Limited

合称“标的公司”）的全部股权）。本次交易价格为13,000万美元（该交易价格在标的资产交割时，还需根据标的公司在交割

日的净营运资本、铯镏石库存量、甲酸铯库存量等因素作相应调整，公司认为本次交易的调整项不会对最终交割价格产生重

大影响，经谨慎测算，公司于交割日所需支付的现金对价预计不会超过15,000万美元）。标的公司拥有全世界储量巨大的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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镏石矿山，拥有丰富的铯矿石资源/储量，矿山保有可利用铯镏石矿石储量折合氧化铯（Cs2O）含量约2.9万吨（含堆存矿石、

外购矿及尾矿），且开发成熟、稳定在产。伴有待开发的约128万吨矿石量的锂辉石矿石资源量（以2.5%Li2O为边界品位，

平均含Li2O为3.12%）。 

重要事项概述 披露日期 临时报告披露网站查询索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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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 2019 年 1-6 月经营业绩的预计 

√ 适用 □ 不适用  

2019 年 1-6 月预计的经营业绩情况：净利润为正，同比上升 50%以上 

净利润为正，同比上升 50%以上 

2019 年 1-6 月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变

动幅度 
374.71% 至 517.12% 

2019 年 1-6 月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变

动区间（万元） 
10,000 至 13,000 

2018年 1-6月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万

元） 
2,106.54 

业绩变动的原因说明 东鹏新材纳入公司合并财务报表范围所致。 

五、以公允价值计量的金融资产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资产类别 
初始投资

成本 

本期公允价

值变动损益 

计入权益的累

计公允价值变

动 

报告期内购入

金额 

报告期内售

出金额 

累计投资收

益 
期末金额 资金来源 

股票 
41,944,414

.27 
-2,499,613.23 -24,891,976.75 0.00 0.00 0.00 

14,951,118.

79 
自有资金 

合计 
41,944,414

.27 
-2,499,613.23 -24,891,976.75 0.00 0.00 0.00 

14,951,118.

7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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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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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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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报告期内接待调研、沟通、采访等活动登记表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内未发生接待调研、沟通、采访等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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