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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达金属资源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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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89,969,346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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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盛达资源 股票代码 0006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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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开彦 段文新 

办公地址 北京市丰台区南方庄 158 号盛达大厦 北京市丰台区南方庄 158 号盛达大厦 

传真 010-56933779 010-56933779 

电话 010-56933771 010-56933771 

电子信箱 yanyan7367@163.com duanwx007@163.com 

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一）主要业务 

公司主要业务为有色金属矿采选。2019年9月，公司完成对德运矿业54%股权的收购，公司下属矿业子公司增至6家。其

中在产矿山4家，包括银都矿业拥有的拜仁达坝银多金属矿、金山矿业拥有的新巴尔虎右旗额仁陶勒盖银矿以及光大矿业、

赤峰金都拥有的克什克腾旗大地、十地银铅锌矿。尚未投产的矿山2家，其中东晟矿业拥有的克什克腾旗巴彦乌拉矿区银多

金属矿，已于2019年12月取得生产规模为25万吨/年的《采矿许可证》，其他投产前的相关工作正在积极开展，该矿区将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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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银都矿业的分采区，进一步提升银都矿业的供矿能力；德运矿业拥有的阿鲁科尔沁旗巴彦包勒格区铅锌多金属矿目前正在

办理探转采的相关手续。此外，公司下属子公司盛达光彩主营金属商品贸易，主要为客户提供购销渠道、贸易融资等服务。 

（二）主要产品及用途 

公司主要产品为银锭（国标1#、2#）、可回收伴生金以及含银铅精粉（银单独计价）、锌精粉。其中，银都矿业、光大

矿业和赤峰金都主要产品为含银铅精粉（银单独计价）、锌精粉；金山矿业主要产品为银锭（国标1#、2#）以及可回收伴生

金，其中银锭（国标1#、2#）、可回收伴生金为金山矿业全资子公司国金国银精炼后的最终产品。 

白银质软、有良好的柔韧性和延展性，是导电和导热性能最好的金属，同时也是传统的贵金属材料。银在地壳中含量很

少，属微量元素，仅比金高20-30倍。目前全球白银消费的40%用于珠宝、银币银条和银器，剩下的60%是工业应用。在工业

应用中，电子行业占比最高，近几年新兴的光伏产业增长最快。 

黄金是全球最重要的贵金属元素，是世界主要投资品种之一和金融避险工具，也是各经济体国际储备的重要组成部分。

除此以外，黄金还广泛用于首饰、器皿、建筑装饰材料以及工业与科学技术等。 

铅目前最大的用途为各种电池产品（例如汽车启动电池、电动汽车动力电池、电动车动力电池、其它电池等）、合金、

电力材料等。在颜料和油漆中，铅白是一种普遍使用的白色染料；在玻璃中加入铅可制成铅玻璃，同时由于铅有很好的光学

性能，可以制造各种光学仪器；铅还被用作制造医用防护衣以及建设核动力发电站的防护设施。 

锌是自然界分布较广的金属元素，主要以硫化物、氧化物状态存在，锌具有良好的压延性、抗腐性和耐磨性，目前在有

色金属的消费中仅次于铜和铝，广泛应用于有色、冶金、建材、轻工、机电、化工、汽车、军工、煤炭和石油等行业和部门。 

金山矿业生产过程中产生的锰银混合精矿将作为公司正在建设中的一水硫酸锰生产线的原料，一水硫酸锰是重要的微量

元素肥料之一，在畜牧业和饲料业中作饲料添加剂。高纯硫酸锰主要用于制备新能源电池正极三元材料（镍钴锰酸锂）的前

驱体。 

（三）产品生产工艺 

银都矿业采用地下开采方式，开采方案为竖井－斜井－平硐联合开拓，采矿方法为浅孔房柱法；选矿工艺采用优先浮选

工艺流程，三段一闭路破碎，一段一闭路磨矿，优先浮选法，优先选铅（含银），再选锌；分别采用一次粗选和二次扫选、

四次精选，二段压滤脱水。为提高回收率采用铅粗选精矿一段一闭路再磨流程。 

金山矿业采用地下开采方式，开采使用浅孔留矿法、留矿全面法和一般全面法采矿方法。对于倾角大于45°的倾斜矿体

采用浅孔留矿法采矿，对于倾角小于45°大于35°的矿体采用留矿全面法采矿，对于倾角小于35°的缓矿体采用一般全面法采

矿。选矿工艺采用目前国内先进的超强磁选技术，将2.5%以下的锰富集到18%以上，并回收利用形成产品；具体采用粗碎+

半自磨+磁选+两段闭路磨矿+浸出+联合洗涤+锌粉置换的工艺流程，精炼方面采用湿法电解提纯工艺。 

光大矿业大地矿区采用平硐加竖井联合开拓，采矿方法为浅孔留矿法；选矿采用“优先选铅（含银）再选锌”的先进浮选

工艺流程。赤峰金都十地银铅锌矿采用平硐-竖井-斜井联合开拓系统，采矿方法为浅孔留矿法、垂直深孔阶段崩落法；选矿

采用“优先选铅（含银）再选锌”的工艺流程。 

（四）主要经营模式 

公司生产所需主要原料是自采矿石，生产模式是按计划流水线生产。公司产品的销售渠道主要是冶炼厂和金属材料加工

企业，也有向贸易商销售，再由贸易商向冶炼厂销售。销售价格参考上海有色金属网、上海华通网的金属价格。 

（五）公司所处行业地位 

    公司目前控股银都矿业、金山矿业、光大矿业、赤峰金都、东晟矿业、德运矿业等6家矿业子公司，白银资源储量近万

吨，年采选能力近200万吨，多年的行业经验和得天独厚的地域条件，使得公司矿产资源有着雄厚的优势。公司主力矿山银

都矿业拥有的拜仁达坝银多金属矿，资源品位高、储量丰富、服务年限长，是国内上市公司中毛利率最高的矿山之一，一直

维持在80%左右；按单一元素计量，该矿山银、锌的金属储量均达到大型标准，铅的金属储量达到中型标准。控股子公司金

山矿业拥有的新巴尔虎右旗额仁陶勒盖银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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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源开发前景广阔，

特别是银、锰资源储量丰富。另外，公司人才和技术优势突出，拥有一支专业技术过硬的人才队伍，工艺设备配置均采用行

业领先的一流设备，并采用先进实用的自动化控制技术；公司在地质、采选等方面居行业较高地位，采选技术科技含量在同

规模矿山企业中处于领先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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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 2,900,686,684.46 2,401,820,094.78 20.77% 1,334,145,906.4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448,436,292.55 411,755,333.63 8.91% 322,885,556.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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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元） 
376,216,426.51 305,057,764.08 23.33% 258,641,840.05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597,693,409.65 789,897,761.17 -24.33% 168,028,873.86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65 0.60 8.91% 0.47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65 0.60 8.91% 0.47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22.13% 25.56% -3.43% 11.32% 

 2019 年末 2018 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减 2017 年末 

总资产（元） 4,347,903,781.43 3,708,934,437.11 17.23% 4,219,268,871.0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2,250,764,558.48 1,816,922,588.25 23.88% 2,652,569,884.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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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65,244,848.65 592,102,096.24 799,905,073.09 943,434,666.4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97,289,387.71 114,959,179.50 128,003,127.29 108,184,598.0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93,169,541.84 31,549,990.70 128,569,506.48 122,927,387.49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25,409,714.55 147,216,683.86 321,529,219.83 354,357,220.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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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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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8,583 

年度报告披露日

前一个月末普通

股股东总数 

39,5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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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甘肃盛达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31.30% 215,939,596 43,680,140 质押 215,585,596 

赵满堂 境内自然人 7.35% 50,735,300  质押 47,500,000 

三河华冠资源

技术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4.14% 28,585,723 10,005,004   

王小荣 境内自然人 3.13% 21,600,000  质押 21,600,000 

赤峰红烨投资

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3.09% 21,298,758    

赵庆 境内自然人 2.79% 19,270,650 14,452,987 质押 19,270,650 

天津祥龙企业

管理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1.99% 13,700,000 13,700,000 冻结 13,700,000 

赣州希桥置业

发展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1.96% 13,526,500 13,526,500 冻结 13,526,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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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汇金资产

管理有限责任

公司 

国有法人 1.62% 11,181,900    

王伟 境内自然人 1.19% 8,197,345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

说明 

股东赵满堂系上市公司及其控股股东盛达集团、股东三河华冠的实际控制人，与股东赵

庆系父子关系；上述股东中盛达集团、赵满堂、三河华冠、赵庆、王小荣为一致行动人。

除上述情况外，公司未知其他前 10 名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持股变动信息披露管理办法》中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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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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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年，国内外经济形势复杂多变，对公司终端产品价格的影响不尽相同。作为贵金属的白银，避险需求主导了全年价

格走势。其年初开于15.48美元/盎司，上半年走势平稳，6月后中国和美国贸易冲突升级，引发避险情绪快速推升白银价格，

触及2017年以来高位19.64美元/盎司，随后市场担忧情绪有所消退，全年涨幅约9%；金银比仍处高位，市场关注度不减。铅

锌类工业金属除受国内外经济政策环境影响外，与下游行业景气度关联较大。2019年铅锌矿主产区空气质量改善明显，供应

整体受环保冲击减弱，国内铅锌产量均小幅增加。需求端受燃油汽车及相关铅酸蓄电池等行业疲软影响，低位徘徊。与此同

时，新能源汽车展现出强大市场竞争力，在2019地方补贴取消的情况下，依然实现连续两年产量突破百万辆，也极大扩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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镍、钴、锂、铜等金属材料的应用空间。新能源汽车的全生命周期总持有成本平价在B端已经实现，在C端有望在3年内实现，

购置平价5年内实现，这必将引发新一轮的金属材料革命。 

报告期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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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方面对现有矿山精细化管理、探储挖潜；

推进以白银为代表的优质原生矿产资源的收购整合。另一方面紧盯新能源金属材料革命带来的市场机会，开拓城市矿山业务，

实现资源储备多元化。在外部环境复杂多变的情况下，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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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经营指标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290,068.67万元，同比增长20.77%；营业利润70,539.76万元，同比增长13.39%；归属于上

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44,843.63万元，同比增长8.91%。本年度营业收入、利润同比增长，主要是报告期内公司产销规模较上

年同期稳步提升、白银价格上涨等原因所致。 

二、主要工作开展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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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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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期内，各个矿山积极推动井下采空区充填站建设，为今后灵活应用包括充填采矿法在内的多种适用的采矿方法创造

条件，金山矿业、光大矿业、赤峰金都充填站建设基本完成，均能够在2020年投入运行。同时灵活地将“多级基站”技术应用

到临时通风系统中，优化了光大矿业、赤峰金都竖井二期开拓通风系统。2019年12月，子公司东晟矿业取得生产规模为25

万吨/年的《采矿许可证》，为后续矿山建设及达产工作奠定了良好基础。金山矿业年产3.5万吨一水硫酸锰项目已经完成了

基础设施建设，主要设备已经到货，预计在2020年上半年调试并投入生产。 

在做好生产的同时，公司进一步强化各矿山管理团队对于探矿增储矿业工作重要性的认识，结合各矿山实际情况，积极

开展多层次沟通、研究和论证，持续加大探矿工作投入力度，并取得了较好的效果。 

另外，在绿色矿山的建设道路上，公司也取得了不斐的成绩。子公司光大矿业于2019年8月纳入自治区级绿色矿山后，

同年9月又被自治区自然能源资源绿色矿山建设小组推荐纳入国家级绿色矿山名录，并已通过现场查验；2019年11月，子公

司金山矿业被纳入内蒙古自治区级绿色矿山名录。此次金山矿业荣登榜单，为盛达资源在绿色通道上接力“绿色标杆”。公司

始终以保护生态环境、降低资源消耗、追求可循环经济为目标，将绿色生态的理念与实践贯穿于对矿产资源开发利用的全过

程，这也必将是未来矿山坚定不移的发展方向！ 

（二）原生矿产收购 

不断增厚原生矿产资源储量是公司可持续发展的根本保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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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期内公司组织人员广泛搜集项目信息，深入研究项目资料，实地考察论证项目，为公司储备了较为丰富的并购标的。 

2019年9月，公司收购了德运矿业54%的股权。本次收购完成后，公司白银储量接近万吨。 

德运矿业目前拥有1项探矿权，即内蒙古自治区阿鲁科尔沁旗巴彦包勒格区铅锌多金属矿。该探矿权勘查面积为48.1平

方公里，富含银、铅、锌三种金属。根据内蒙古赤峰地质矿产勘查开发院编制的《内蒙古自治区阿鲁科尔沁旗巴彦包勒格矿

区银多金属矿详查中间报告》，该金属矿银矿体（332+333）矿石量5005578吨，银金属量945.97吨，平均品位189.0克/吨。

共生矿产资源量（金属量）：铅16930.47吨，品位1.88%；锌9540.95吨，品位2.10%。伴生矿产资源量（金属量）：铅16520.46

吨，品位0.50%；锌30432.04吨，品位0.70%。锌矿体（332+333）矿石量11354,251吨，锌金属量312450.40吨，平均品位2.75%。

伴生矿产资源量（金属量）：银397.26吨，品位35.0克/吨；铅15575.49吨，品位0.37%。 

（三）城市矿山投资 

中国已成为全世界最大的新能源汽车产销国，但镍钴锂相关金属资源，主要分布于南美、非洲等地区，海外拓展虽然收

益可观，但风险也不小。盛达资源则将目光转向上述金属资源的再利用。作为全球工业化发展最迅猛的国家，中国既是资源

消耗大国，又产生大量富含镍钴锂资源的“废料”，从上述工业化废料中回收再利用相关金属，既产生经济效益，又可以摆脱

矿业类上市公司对不可再生的原生矿山资源的依赖。 

2019年10月，公司将企业名称由盛达矿业更名为盛达资源，践行“资源，让地球更美好”的企业愿景。同年12月，盛达资

源投资金业环保，成为其第一大股东，正式进军新能源金属资源行业。金业环保项目建成后，将具备年处置20万吨含镍危废

的能力，年产1万吨电解镍，以及铜粉、碳酸钴等材料。 

报告期内，公司在做好产业投资的同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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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合网已在本报告期出售完毕，获得了较为可观的投资收益。 

（四）市值管理工作 

报告期内，公司坚持以提升内在价值为基础、聚焦公司核心定位为手段的市值管理理念，将公司的经营现状、未来战略

及时、准确、立体化的传递给投资者。公司证券部通过反路演、电话会、接受特定机构调研等形式，积极开展与机构投资人、

行业分析师的沟通，准确传递公司经营信息和战略方向，并根据沟通反馈情况，以及其他优秀上市公司的做法，有针对性的

在定期报告等文件中细化相关行业及公司信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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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视与中小投资者保持良好的沟通，争取各级投资者对公司工作的理解和支持；及时回复“互动易”等平台上的投资者提问。公

司及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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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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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规范运作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依据证监会《企业内部控制基本规范》及其配套指引和公司《内控手册》，不断优化管控体系，完善内

部管理制度、流程，加强公司及子公司内控制度和流程的落实，严控经营成本和各项风险，不断加强信息披露工作，完善公

司法人治理结构，规范公司运作，切实维护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公司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经营层职责明确，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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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勤勉尽责，确保公司安全、稳定、健康、持续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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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铅精粉（含银） 737,223,021.91 602,907,579.36 81.78% 80.04% 71.43% -4.11% 

锌精粉（含银） 310,527,293.88 147,227,691.74 47.41% -14.12% -40.90% -21.49% 

银锭 206,145,104.60 92,784,482.79 45.01% -38.96% -30.68% 5.38% 

黄金 77,861,054.20 42,888,426.68 55.08% -48.21% -45.86% 2.39% 

有色金属贸易 1,566,024,282.31 16,195,378.06 1.03% 38.18% 58.29% 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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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3月31日，财政部发布了《企业会计准则第22号——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2017年修订）》（财会〔2017〕

7号）、《企业会计准则第23号——金融资产转移（2017年修订）》（财会〔2017〕8号）、《企业会计准则第24号——套期

会计（2017年修订）》（财会〔2017〕9号），于2017年5月2日发布《企业会计准则第37号——金融工具列报（2017年修订）》

（财会〔2017〕14号）（上述准则以下统称“新金融工具准则”）。公司于2019年1月1日起执行新金融工具准则，相关会计政

策变更已经本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批准。 

       2）2019年04月30日，财政部颁布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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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于2019年5月9日发布了《关于印发修订<企业会计准则第7号——非货币性资产交换>的通知》（财会〔2019〕8号），于2019

年5月16日发布了《关于印发修订<企业会计准则第9号——债务重组>的通知》（财会〔2019〕9号）。上述相关会计政策变

更已经本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批准。 

      3）2019年9月19日，财政部发布了《关于修订印发合并财务报表格式（2019版）的通知（财会〔2019〕16号），修订

了合并财务报表格式。相关会计政策变更已经本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批准。 

      4）财政部于 2017 年 7 月 5 日发布了《关于修订印发〈企业会计准则第14 号——收入〉的通知》(财会[2017]22 号)，

要求在境内外同时上市的企业以及在境外上市并采用国际财务报告准则或企业会计准则编制财务报表的企业，自 2018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其他境内上市企业，自 2020 年1 月 1 日起施行；执行企业会计准则的非上市企业，自 2021 年 1 月 1 日

起施行。根据上述文件的要求，公司对会计政策予以相应变更。相关会计政策变更已经本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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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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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期纳入合并财务报表范围的主体较上期相比，增加3户，包括： 

子公司名称 子公司类型 级次 持股比例（%） 变更原因 

阿鲁科尔沁旗德运矿业有限责任公司 控股子公司 二级 54.00 股权收购 

天津德信贸易有限公司 全资孙公司 三级 100.00 新设 

天津兴盛金属材料有限公司 全资孙公司 三级 100.00 新设 

 

 

 

 

 

                                   盛达金属资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董事长：朱胜利  

 

                                              二○二〇年三月十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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