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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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负责人张正基、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丁吉林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

管人员)唐正忠声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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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73,183,115.17 5,123,503,738.23 -0.9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50,580,720.04 -104,678,520.41 148.3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的净利润（元） 
7,649,642.48 -111,139,855.63 106.88%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695,662,692.30 476,496,504.90 46.00%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2 -0.04 149.81%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2 -0.04 149.81%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0.61% -1.07% 1.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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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8,595,856,120.70 37,521,372,777.03 2.8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8,332,061,881.14 8,264,475,801.47 0.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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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2,663.99 不适用 

越权审批或无正式批准文件的税收返还、减免 0.00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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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944,858.27 不适用 

计入当期损益的对非金融企业收取的资金占用费 0.00 不适用 

企业取得子公司、联营企业及合营企业的投资成本小于取得投资时应享有被投

资单位可辨认净资产公允价值产生的收益 
0.00 不适用 

非货币性资产交换损益 0.00 不适用 

委托他人投资或管理资产的损益 0.00 不适用 

因不可抗力因素，如遭受自然灾害而计提的各项资产减值准备 0.00 不适用 

债务重组损益 0.00 不适用 

企业重组费用，如安置职工的支出、整合费用等 0.00 不适用 

交易价格显失公允的交易产生的超过公允价值部分的损益 0.00 不适用 

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产生的子公司期初至合并日的当期净损益 0.00 不适用 

与公司正常经营业务无关的或有事项产生的损益 0.00 不适用 

除同公司正常经营业务相关的有效套期保值业务外，持有交易性金融资产、衍

生金融资产、交易性金融负债、衍生金融负债产生的公允价值变动损益，以及

处置交易性金融资产、衍生金融资产、交易性金融负债、衍生金融负债和其他

债权投资取得的投资收益 

50,625.00 不适用 

单独进行减值测试的应收款项、合同资产减值准备转回 0.00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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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外委托贷款取得的损益 0.00 不适用 

采用公允价值模式进行后续计量的投资性房地产公允价值变动产生的损益 0.00 不适用 

根据税收、会计等法律、法规的要求对当期损益进行一次性调整对当期损益的

影响 
0.00 不适用 

受托经营取得的托管费收入 0.00 不适用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38,192,498.21 不适用 

其他符合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的损益项目 0.00 不适用 

减：所得税影响额 13,885,243.94 不适用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7,278,995.99 不适用 

合计 42,931,077.5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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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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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3,7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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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云南冶金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42.57% 1,109,818,170 177,056,788 质押 353,649,002 

财通基金－宁波银行－云南国际信托－财

通 7 号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其他 0.92% 23,855,045 0   

东吴基金－上海银行－渤海国际信托股份

有限公司 
其他 0.81% 21,200,554 0   

华泰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策略投资产品 其他 0.68% 17,838,207 0   

全国社保基金四零三组合 其他 0.64% 16,702,8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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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62% 16,068,530 0   

周传明 境内自然人 0.47% 12,197,661 0   

王思墨 境内自然人 0.33% 8,618,500 0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境外法人 0.31% 8,176,386 0   

范秀昱 境内自然人 0.25% 6,400,253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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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云南冶金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932,761,382 人民币普通股 932,761,382 

财通基金－宁波银行－云南国际信托－财通 7 号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23,855,045 人民币普通股 23,855,045 

东吴基金－上海银行－渤海国际信托股份有限公司 21,200,554 人民币普通股 21,200,554 

华泰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策略投资产品 17,838,207 人民币普通股 17,838,2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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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社保基金四零三组合 16,702,884 人民币普通股 16,702,8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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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068,530 人民币普通股 16,068,530 

周传明 12,197,661 人民币普通股 12,197,661 

王思墨 8,618,500 人民币普通股 8,618,500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8,176,386 人民币普通股 8,176,386 

范秀昱 6,400,253 人民币普通股 6,400,253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1.云南冶金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为本公司最大持股股东，持有本公司股份合计

1,109,818,170 股； 

2.前 10 名股东中，国有法人股股东云南冶金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与其它股东

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也不属于《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中规定的一致

行动人； 

3.前 10 名流通股股东中，是否为同一基金管理公司控制并存在关联关系，

本公司不清楚；其它流通股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是否属于《上市

公司收购管理办法》中规定的一致行动人，本公司不清楚。 

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参与融资融券业务情况说

明（如有） 

公司控股股东云南冶金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除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

703,649,002 股外，还通过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

户持有 406,169,168 股，该部分股份所有权未发生转移，云南冶金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实际合计持有公司股份 1,109,818,170 股。周传明除通过普通证券

账户持有 1,600,600 股外，还通过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

担保证券账户持有 10,597,061 股，该部分股份所有权未发生转移；范秀昱

除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 3,476,253 股外，还通过中国中投证券有限责任公

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 2,924,000 股，较期初持有股份相比减少

了 176,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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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位：元 

资产负债表项目 2019年3月31日 2018年12月31日 变动比例 变动原因说明 

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 677,392,074.63 512,720,893.86 32.12% 报告期内销售铝产品的应收账款有所增加所致。 

应收账款 426,123,134.02 308,332,117.23 38.20% 报告期内销售铝产品的应收账款有所增加所致。 

预付款项 339,633,689.51 239,816,772.00 41.62% 本报告期采购预付款有所增加所致。 

在建工程 4,729,507,690.18 3,658,923,088.69 29.26% 本报告内在建项目按计划推进所致。 

其中：在建工程（原） 4,615,933,957.91 3,493,286,453.52 32.14% 本报告内在建项目按计划推进所致。 

工程物资 113,573,732.27 165,636,635.17 -31.43% 
主要是因为在建工程持续推进，工程领用工程物

资所致。 

应付票据 2,405,920,204.57 1,671,021,163.08 43.98% 本报告期票据融资量增加所致。 

预收款项 70,012,625.91 149,330,686.21 -53.12% 本报告期产品销售预收款减少所致。 

长期借款 5,930,200,000.00 4,013,837,431.00 47.74% 主要是本报告期内增加了长期借款所致。 

                                                                                                                                                                                                                                               

单位：元 

利润表项目 本期发生额 上年同期发生额 变动比例 变动原因说明 

净利润 65,572,068.87 -128,321,247.86 151.10% 

主要是铝产品价格有所回升，原材料价格回落，

上年末已计提的存货跌价准备转销，以及得到政

府补助等所致。 

                                                                                                                                                                                                                                               

单位：元 

现金流量表项目 本期发生额 上年同期发生额 变动比例 变动原因说明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量净额 
695,662,692.30 476,496,504.90 46.00% 

主要是大宗原材料价格下降，同时压降存货资金

占用所致。 

收到其他与经营活动有

关的现金 
42,940,200.80 26,302,215.91 63.26% 主要是收到政府补助增加所致。 

购建固定资产、无形资

产和其他长期资产所支

付的现金 

526,077,520.98 844,564,918.50 -37.71% 主要是本期支付项目建设款项减少所致。 

收到其他与筹资活动有

关的现金 
47,800,000.00 588,000,000.00 -91.87% 本报告期收到融资租赁款减少所致。 

支付其他与筹资活动有

关的现金 
566,210,311.83 390,453,074.60 45.01% 本报告期偿还融资租赁款增加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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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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2018年4月23日召开的第七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2018年5月9日召开的2018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

会、2018年11月16日召开的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非公开发行股票相关事宜。本次非公开

发行股票拟向包括云南冶金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或其指定的关联方在内的不超过10名特定投资者非公开发

行股票，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26亿元，扣除发行费用后的募集资金净额拟全部投资于鲁甸6.5级地震灾后恢

复重建水电铝项目和文山中低品位铝土矿综合利用项目。目前公司已经完成了《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项目

审查一次反馈意见通知书》回复及中国证监会口头反馈意见回复，非公开发行工作正在持续稳步推进中。  

 

重要事项概述 披露日期 临时报告披露网站查询索引 

关于收购彝良驰宏矿业有限公司持有公司控股子公司云

南云铝海鑫铝业有限公司部分股权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2019 年 02 月 27 日 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关于部分暂闲置募集资金补充流动资金到期归还的公告 2019 年 03 月 29 日 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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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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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证券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证券

品种 

证券

代码 

证券

简称 

最初投资 

成本 

会计

计量

模式 

期初账面 

价值 

本期公允价值

变动损益 

计入权益的累

计公允价值变

动 

本期

购买

金额 

本期

出售

金额 

报告

期损

益 

期末账面 

价值 

会计

核算

科目 

资

金

来

源 

境内

外股

票 

02068 
中铝

国际 
62,727,444.14 

公允

价值

计量 

36,054,775.93 7,798,831.83 -18,873,836.38 0.00 0.00 0.00 43,853,607.76 

其他

权益

工具

投资 

自

有

资

金 

期末持有的其他

证券投资 
0.00 --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 -- 

合计 62,727,444.14 -- 36,054,775.93 7,798,831.83 -18,873,836.38 0.00 0.00 0.00 43,853,607.76 -- -- 

证券投资审批董事会公告披露日期 2012 年 06 月 20 日 

证券投资审批股东会公告披露日期

（如有)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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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衍生品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万元 

衍生

品投

资操

作方

名称 

关联

关系 

是否

关联

交易 

衍生

品投

资类

型 

衍生品投

资初始投

资金额 

起始日期 终止日期 

期初

投资

金额 

报告

期内

购入

金额 

报告

期内

售出

金额 

计提

减值

准备

金额

（如

有） 

期末

投资

金额 

期末投

资金额

占公司

报告期

末净资

产比例 

报告

期实

际损

益金

额 

云铝

股份 
否 否 

沪铝

套期

保值 

24,684 2019 年 01 月 01 日 2019 年 03 月 31 日 24,684 52,567 55,017 0 26,063 2.79% 433 

云铝

股份 
否 否 

伦铝

套期

保值 

0.00 2019 年 01 月 01 日 2019 年 03 年 31 日 0.00 0.00 0.00 0.00 0.00 ― 0.00 

合计 24,684 -- -- 24,684 52,567 55,017 0 26,063 2.79% 433 

衍生品投资资金来源 自有资金 

涉诉情况（如适用） 不适用 

衍生品投资审批董事会公告披

露日期（如有) 
2018 年 03 月 20 日 

衍生品投资审批股东会公告披

露日期（如有) 
不适用 

报告期衍生品持仓的风险分析

及控制措施说明（包括但不限于

市场风险、流动性风险、信用风

险、操作风险、法律风险等） 

公司开展期货套期保值交易选择在上海期货交易所和境外的伦敦金属交易所进行，交易所

和经纪机构分别受中国证监会和英国金融监管局监管，所进行的交易均是场内交易；所选

择的境内和境外期货经纪机构是运作规范、市场信誉好、成立时间较长的公司。因此公司

期货套期保值持仓的流动性风险、信用风险、操作风险、法律风险等风险性较低，可通过

跟踪以上情况的发展变化来进行控制。公司期货套期保值持仓的风险主要是市场价格变动

带来的风险。公司进行的期货交易为套期保值交易，交易以实货需要为基础，持仓风险在

与实货对冲后减小。此外，公司通过建立和严格执行相关管理制度，尤其是风险管理制度，

严格按实货需要和保证金规模多条件控制套期保值持仓规模，通过建立风险测算系统、风

险报告制度和风险处理程序，对持仓风险进行防范和控制。 

已投资衍生品报告期内市场价

格或产品公允价值变动的情况，

对衍生品公允价值的分析应披

露具体使用的方法及相关假设

与参数的设定 

2019 年 1 月 2 日上海期货交易所 13,495 元/吨；2019 年 1 月 2 日 LME1,794.5 美元/吨。 

2019 年 3 月 29 日上海期货交易所 13,725 元/吨；2019 年 3 月 29 日 LME1,911 美元/吨。 

报告期公司衍生品的会计政策

及会计核算具体原则与上一报

告期相比是否发生重大变化的

说明 

未发生重大变化。 

独立董事对公司衍生品投资及

风险控制情况的专项意见 

1.公司以套期保值为目的的衍生品投资，指定相关部门评估投资风险，分析衍生品投资的

可行性与必要性；制定的套期保值计划和外汇风险敞口符合公司生产经营实际，组织机构

健全、完善，业务流程符合相关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和全体股东利益情况； 

2.所采取的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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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3 月 29 日 实地调研 机构 公司生产经营及未来发展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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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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云南铝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 年 4 月 2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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