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湖南黄金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度社会责任报告 

一、综述 

公司强化社会责任意识，积极履行社会责任，争做依法经营、诚实守信的表

率，节约资源、保护环境的表率，以人为本、构建和谐企业的表率。 

2019 年，公司始终坚持“效益、资源、和谐”方针，自觉将履行社会责任

融入日常管理体系和经营活动中，切实履行国有企业的经济责任、政治责任和社

会责任，在不断提升公司经营业绩，为股东创造价值的同时，积极履行社会责任，

认真维护供应商和客户利益，严格执行环保法律法规，大力发展节能减排循环经

济，关爱员工，热心公益，回报社会，实现企业与员工、社会、资源环境的和谐

发展。  

2020 年，公司将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认真履行社会责任，努力实现

产业与社会、环境的全面可持续发展，一是确保国有资产的保值增值；二是公司

发展与国家的发展相结合；三是依法诚信经营；四是积极参与社会公益事业；五

是协调好劳动关系，让员工与企业共同成长。 

二、社会责任履行情况 

（一）股东和债权人权益保护 

1. 经营业绩 

2019 年，公司生产经营积极主动。全年共生产黄金 41247 千克，同比增长

4.34%；锑品 35347 吨，同比增长 11.03%；钨品 2392 标吨，同比增长 4.45%。 2019

年，公司实现销售收入 138 亿元，完成年计划 86.43%，同比增加 10.98%；实现

利润总额 19478 万元，同比减少 44.60%，其中归属于公司股东净利润 15979 万

元，同比减少 40.91%。 

2. 股东回报 

公司在稳健发展的同时，连续多年分红回报股东，让广大投资者充分分享企

业成长所带来的收益。2019 年度，公司每股社会贡献值为 0.85 元。 

  



单位：万元 

分红年度 
现金分红金额 

（含税） 

分红年度合并报表中归属于上

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占合并报表中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净利润的比率（%） 

2019 年  3,606.12   15,978.94  22.57 

2018 年  4,808.16   27,041.14  17.78 

2017 年  -     30,222.07  - 

最近三年累计现金分红金额占最近年均净利润的比例（%） 34.46 

3. 公司治理 

公司严格按照《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治理准则》的要求规范

治理，不断健全内部控制制度，着力推进规范运行机制建设。 

（1）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的召开 

公司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的运作与召开均严格按照有关规定程序执行。

2019 年，公司共召开董事会 7 次，召开股东大会和临时股东会 2 次，召开监事

会 7 次。涉及套期保值、资产处置、融资、关联交易、黄金租赁、债券发行等内

容，董事会各项决议均得到有效执行。公司平等对待全体股东，确保中小股东与

大股东享有平等地位，确保投资者的知情权、参与权、决策权和收益权。公司董

事恪尽职守、勤勉尽责，切实维护公司全体股东的利益。 

（2）内控体系建设 

内控体系建设始终是公司治理和规范建设的重点。2019 年，公司内控制度

化、规范化、科学化水平不断提高，对现行的所有内控流程进行梳理，修订完成

公司本部 2019 年版内控手册，子公司内控手册全部修订完成。通过制定印发《内

部控制考核管理暂行办法》，对在内控建设以及执行过程中存在缺陷和风险的单

位，进行严格考核。通过专项督导检查和考核，确保了内控制度与执行不存在“两

张皮”的现象。 

（3）信息披露与投资者关系管理 

公司严格按照上市公司监管要求，持续、细致、规范地做好信息披露工作，

信息披露做到真实、准确、完整、及时、公平、公正、公平，不存在选择性信息

披露和私下披露、透露或泄露未公开重大信息，不存在有意选择披露时点、强化

或淡化信息披露效果，确保所有投资者平等获取同一信息。   



同时积极做好与中小投资者的关系沟通工作，维护投资者的合法权益，通过

线下的投资者交流活动、投资者热线电话、证券事务专用邮箱、投资者关系互动

平台等形式，及时向投资者、分析师等传递公司相关信息。通过微信小程序组织

召开了 2018 年度业绩说明会。9 月 10 日，参加了由湖南证监局、湖南省上市公

司协会与深圳市全景网络有限公司联合举办的“2019 年湖南辖区上市公司投资

者网上接待日”。通过网络在线交流形式就公司发展经营状况等投资者关心的问

题进行了沟通与交流，有效地增进了个人、机构投资者对公司情况的了解，对疏

导不良情绪、增强投资者信心起到了重要作用，投资者关系管理工作得到了进一

步加强。 

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和要求，2019 年，公司披露定期公告 4 份，临时

公告 45 份，保障所有股东对公司重大事项和经营情况的知情权。  

（4）债权人权益保护 

公司高度重视对债权人合法权益的保护。严格按照合同履行债务，积极保障

债权人的知情权。严格资金管理和会计核算，确保公司财务文件、资金、资产安

全。对关联交易、担保等重大事项按要求履行审议、披露程序。公司与各金融机

构建立了良好的合作关系，具有较高的信誉度，从未出现逾期或者欠息现象。 

公司“12 湘金 01”公司债券于 11 月 7 日按期完成了兑付摘牌工作，维护了

公司良好资本市场形象。 

（二）员工权益保护 

公司始终把人才作为第一资源，切实保护职工的合法权益，建立和完善包括

薪酬体系、激励机制、社保、医保在内的薪酬与福利制度，全员参保，劳资关系

和谐稳定。 

一是公司严格遵守《劳动法》等国家法律法规，规范劳动用工管理，积极实

施本土化招聘，努力促进所在地居民就业，做到员工劳动合同签订率 100%，劳

动用工秩序良好。公司严格执行国家劳动用工政策，为员工足额缴纳医疗、养老、

失业、工伤、医疗及生育社会保险和住房公积金，高度重视员工的健康安全，不

断提高服务意识和服务水平，建立健全员工健康检查和健康档案管理制度，严格

按公司职业病防治与职业健康监护管理办法中的有关规定对员工进行了职业健

康检查，做到早发现、早诊断、早治疗。 

二是员工依法享有法定节假日、婚丧假、产假、哺乳假、高温补贴、独生子



女费、防暑降温费等；并按比例为员工缴存住房公积金；推行带薪休假制度；提

供工作餐、交通班车接送上下班等企业福利；对公司新引进人才及大中专毕业生

提供公寓等。 

三是根据自身实际，依据《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建立职工监事选任

制度；支持工会依法开展工作，对工资、福利、劳动安全卫生、社会保险等涉及

职工切身利益的事项，通过职工代表大会、工会会议的形式听取职工的意见，关

心和重视职工的合理需求。 

四是公司建立了科学合理的薪酬与绩效考核体系。实行工资总额预算管理，

明确了“机制健全、调控有效、酬效挂钩、能增能减”的薪酬改革目标和“效率

优先、兼顾公平”的分配原则。全面推进管理、技术、操作三大类职业通道建设，

通过考核浮动工资，兑现奖罚，合理拉开收入差距，让员工获得与贡献相匹配的

薪酬收入。  

截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公司在职员工人数为 5362 人（不含劳务派遣员工），

其专业构成、教育程度如下： 

项  目 分  类 员工数(人) 

专业构成 

生产人员 3684 

销售人员 86 

技术人员 860 

财务人员 113 

行政人员 619 

教育程度 

高中及以下 3451 

大专/本科 1861 

硕士及以上 50 

五是公司继续深入开展员工培训，以提高员工实际岗位技能和工作绩效为重

点，建立了全员培训和终身培训机制，着力员工职业素养、专业知识、服务技能、

经营管理能力等方面培训。持续完善职业通道，实施校企合作，选送出国培养，

推进多岗位轮换，鼓励一线历练，基层成长。开展劳动竞赛、技术比武、师带徒

活动，在比中学、在比中练、在帮中强。员工主动学习意识和技能得到提升，“培

训是一种福利”的观念深入人心。 

公司把加强文化建设，打造企业软实力作为一项重要工作来抓，一是大力宣



传和弘扬“艰苦创业、求是创新、品质创优”的三创精神，深入开展评优表模和“三

创之星”评比活动，增强湖南黄金文化的认同感；二是积极开展新闻宣传，营造

良好内外部环境，聚焦 2019 年公司重点工作、重点项目、重大工程、重要活动，

做好实时宣传报道；三是充分运用新媒体宣传平台，促进融媒体发展，创新运用

微信公众平台、学习强国 APP 等信息化平台，传播正能量，弘扬主旋律；四是

围绕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开展系列主题宣传活动，公司下属子公司新龙矿业员工

张丽青荣膺“国企楷模”称号，充分展示自新中国成立以来湖南黄金的新成就，

唱响礼赞新中国，奋进新时代的故事。 

（三）供应商、客户和消费者权益保护 

公司一直坚持严格的规范管理和合法经营，恪守商业信用，反对不正当竞争，

严格遵守并履行合同约定，友好协商解决纷争，保证供应商和市场客户的合法权

益。 

公司以“一切为了客户”为宗旨，致力于提高产品和服务质量, 坚持“品质

超前”的质量方针，“百分之百”的质量目标，有效运行 ISO9001 质量管理体

系，锑钨产品远销欧美、日本、韩国，享誉海内外，产品外销合格率达到 100%；

致力于提升品牌价值和市场份额，与国内外客户精诚合作，携手共进。 

公司在加强与供应商、市场客户业务合作的同时，通过与客户互访沟通、满

意度调查等多种渠道征集客户意见，了解客户的需求和感受，真诚服务、与供应

商和客户建立了良好的合作关系，共创共享，和谐共荣。 

公司严格按照国家规定组织招投标工作，选择有实力和优质的原材料供应

商，进一步完善招标制度与流程，在采购过程中，加强物资采购管理，强化分析，

提升物资采购监管效果。 

（四）环境保护与可持续发展 

公司践行绿色发展理念，持续推进绿色发展、可持续发展，有效运行

ISO14001 环境管理体系，落实人与自然的和谐。 

2019 年，公司的安全环保投入近 2.2 亿元；全年百万工时伤害率 1.60，同比

下降 32.95%。全年未发生重大交通、设备、火灾事故。严格执行国家排放标准，

废水、废气等污染物基本实现达标排放。 

安全方面：公司坚决贯彻落实“安全第一”“不安全不生产”“十大禁

令”“无支护不作业”、全锚网支护紧跟作业面、“珍爱生命”三年行动等措施，



从严从细抓安全。保持严管重罚高压态势，出台了更为严格的安全环保事故责任

追究与安全环保奖惩办法。全年安全生产事故起数同比下降 47.5%。重大设备事

故、火灾事故、职业病群体事故为零，公司安全生产工作得到省安委会、省应急

厅和省国资委认可。 

环保方面：公司“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进一步深入人心，狠抓生

产过程中“跑、冒、滴、漏”整治，分类管理污染源，全面推广水封爆破技术，

加强在线监测与专业机构定期监测，全年环境污染事故为零。在原有的辰州矿业

本部、黄金洞矿业本部、新龙矿业本部 3 家绿色矿山试点单位基础上，新增隆回

金杏、大万矿业、湘安钨业 3 家国家级绿色矿山。 

（五）公共关系和社会公益事业 

公司在关注经济效益增长的同时，更积极回馈社会，支持爱心公益活动，为

建设幸福社会贡献力量。经公司研究，上报湖南黄金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党委，并

上报省国资委备案后，每年向弘慧教育发展基金捐赠 100 万元助学助教；支援周

边村镇危房改造、修桥补路、河道整治和农电基本建设；积极促进就业，子公司

从周边村镇招录农民，解决附近村民就业问题，大力开展扶贫攻坚；为贫困户解

决实际困难，为贫困学生申报助学计划，为贫困人员办理农合医保的免费手续等。 

2019 年，公司累计缴纳各项税费达 1.7 亿元，为增加国家财政收入，促进地

方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做出了重要贡献。 

（六）精准扶贫工作 

2019 年公司继续开展精准扶贫工作。黄金洞矿业围绕提升脱贫质量，增强

贫困户内生动力，全年脱贫巩固效果良好。在石堰村创建红薯种植示范基地、蜜

蜂科普示范基地，升级改造红薯加工厂，进行消费扶贫，解决了销售难的问题；

夯实基础建设，先后完成村级广场硬化，基本农田改造硬化，整修河堤堰坝，很

大程度上解决了防洪、灌溉难的问题；公司发放救助金与参保金、助学金，将全

村 937 人全纳入医疗保障系统的同时，救助大病户、残疾人户、特困精准扶贫户，

保障脱贫后不再因大病制使出现返贫家庭；支持建设一个村级卫生室，确保村民

都能享受到基本医疗服务；利用贫困村离子公司近的优势，帮助部分贫困人员进

行再就业，全年全村共有 65 人到黄金洞矿业就业。辰州矿业积极对精准扶贫对

象开展定期上门走访，建立扶贫资料档案，了解困难户家庭的生活状况，认真把

脉贫困原因，进行分类研究帮扶措施，勉励帮扶对象要发奋图强，自强不息，争



取早日实现脱贫。 

三、存在的问题及整改计划 

（一）公司自上市以来每年主动披露社会责任报告，报告期内，未发现正规

媒体对公司履行社会责任出现问题的报道。 

（二）报告期内，公司严格履行国家法律法规的要求和标准，未出现重大环

保和安全事故。 

（三）2020 年，公司将继续加强社会责任各方面的履行能力，认真贯彻科

学发展观，继续广泛接受社会各界的监督，创新社会责任实践模式，丰富实践内

涵，实现公司发展与经济、社会、环境协调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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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和要求，2019年，公司披露定期公告4份，临时公告45份，保障所有股东对公司重大事项和经营情况的知情权。
	（4）债权人权益保护
	公司高度重视对债权人合法权益的保护。严格按照合同履行债务，积极保障债权人的知情权。严格资金管理和会计核算，确保公司财务文件、资金、资产安全。对关联交易、担保等重大事项按要求履行审议、披露程序。公司与各金融机构建立了良好的合作关系，具有较高的信誉度，从未出现逾期或者欠息现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