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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重要提示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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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者应当到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等中国证监会指定媒体上仔细阅读年度报告全文。 

2 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年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

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3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会议。 

4 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本公司出具了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 

5 经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公司拟以 2019年年末总股本 437,708,011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股派发现金红利 2.70元（含

税），不送股，不转增股本。 

二 公司基本情况 

1 公司简介 

公司股票简况 

股票种类 股票上市交易所 股票简称 股票代码 变更前股票简称 

A股 上海证券交易所 贵研铂业 600459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刚剑 陈国林 

办公地址 
云南省昆明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科

技路988号 

云南省昆明市高新技术产业

开发区科技路988号 

电话 0871-68328190 0871-68328190 

电子信箱 stock@ipm.com.cn stock@ipm.com.cn 

2 报告期公司主要业务简介 

（1）主要业务 

公司是从事贵金属及贵金属材料研究、开发和生产经营的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也是国内唯

一在贵金属材料领域拥有系列核心技术和完整创新体系、集产学研为一体的上市公司。公司建立

了较完整的贵金属产业链体系，大力发展贵金属新材料制造、贵金属资源循环利用及贵金属供给

服务，业务领域涵盖了贵金属合金材料、化学品、电子浆料、汽车催化剂、工业催化剂、金银及

铂族金属二次资源循环利用、贵金属商务贸易和分析检测，生产各类产品涵盖 390 多个品种、4000

余种规格，产品广泛应用于汽车、电子信息、国防工业、新能源、石油、化学化工、生物医药、



建材、环境保护等行业。 

（2）经营模式 

以市场为导向，发挥贵金属新材料、贵金属资源循环利用和贵金属供给服务三大板块相互支

撑、协同发展的综合优势。各环节相互依存，互为补充，面向国防和民用市场，为客户提供从贵

金属原材料供给到产品制造、商务贸易和废料回收的一站式服务。同时，产业经营和资本运营相

结合，不断延伸和完善贵金属产业链，实现创新发展，发挥比较优势，形成协同效应。快速提升

贵金属研发平台、分析检测平台、信息情报平台及产学研一体化高端人才培养及聚集平台对产业

发展的支撑能力。 

（3）行业情况 

公司所处行业为贵金属工业材料制造行业，属国家重点支持的新材料领域。贵金属材料由于

其难以替代的物理和化学性能，是整个工业体系中应用面最广的材料之一。贵金属产业为工业生

产所提供的材料品种有上千种，在工业体系中是最为特殊且不可缺少的一类材料，因而被誉为“现

代工业维他命”。 

公司所处的行业主要为航空、航天、电子、能源、化工、石油、汽车、生物医药、环保等行

业提供产品及服务，其中：贵金属催化材料广泛应用于石油化工、医药合成、精细化工、硝氨化

肥、汽车污染治理等领域；贵金属环保材料是制作高纯材料、催化材料、环境治理材料、合金功

能材料等重要的前躯体；贵金属特种功能材料（如电接触材料、钎焊材料、测温材料、复合材料、

催化网材料、精密合金材料、键合材料、蒸发材料等）广泛应用于国防工业、电子信息、化工建

材、冶金等行业；贵金属信息功能材料（如导体浆、电阻浆、灌孔浆、多层布线浆等）广泛应用

于片式电子元器件、厚膜集成电路、晶体硅太阳能电池、膜片开关、平板显示器等。高新技术的

发展，为贵金属不断开拓了新的应用领域，贵金属材料在相关领域的需求量越来越大，而被作为

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关键材料之一。 

贵金属在全球属于稀缺资源，尤其是铂族金属在我国属于极度匮乏的资源，随着矿产资源不

断开发利用，原矿已日益枯竭，而贵金属二次资源被称为“移动的城市矿山”，其种类繁多，品位

较高。发达国家把贵金属二次资源循环利用作为一个重要的产业关键环节加以布局和支持。随着

我国成为贵金属工业应用的第一大国，贵金属二次资源循环利用在贵金属工业中越来越发挥着不

可替代的作用。近期全球疫情蔓延，逆全球化有升温迹象，全球贸易保护主义抬头，国家将愈加

重视希贵金属的战略价值，稀贵金属作为未来高科技发展不可或缺的关键元素，战略价值愈加凸

显。 



3 公司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3.1 近 3年的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2019年 2018年 

本年比上年 

增减(%) 
2017年 

总资产 7,535,681,579.96 6,001,049,394.33 25.57 5,233,018,633.35 

营业收入 21,354,996,597.18 17,074,041,272.71 25.07 15,441,508,619.88 

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净利

润 

232,258,333.23 157,144,539.53 47.80 119,327,992.18 

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扣除

非经常性损益

的净利润 

177,390,230.66 125,214,165.07 41.67 91,871,058.62 

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净资

产 

3,218,359,584.25 2,075,622,801.89 55.06 1,945,219,649.37 

经营活动产生

的现金流量净

额 

-851,368,571.15 317,773,397.60 -367.92 -940,735,927.15 

基本每股收益

（元／股） 
0.56 0.46 21.74 0.35 

稀释每股收益

（元／股） 
0.56 0.46 21.74 0.35 

加权平均净资

产收益率（%） 
7.51 7.83 

减少0.32个百

分点 
6.3 

 

3.2 报告期分季度的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第一季度 

（1-3月份） 

第二季度 

（4-6月份） 

第三季度 

（7-9月份） 

第四季度 

（10-12月份） 

营业收入 4,950,147,972.17 5,503,467,191.10 6,263,986,688.26 4,637,394,745.65 



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净利润 
32,341,321.08 79,254,266.80 46,692,809.69 73,969,935.66 

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后的净

利润 

30,688,231.17 70,980,270.96 43,181,169.33 32,540,559.20 

经营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量净额 
-851,779,276.62 461,402,049.79 -162,598,347.18 -298,392,997.14 

季度数据与已披露定期报告数据差异说明 

□适用  √不适用  

4 股本及股东情况 

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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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止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50,315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末的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47,351 

截止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0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0 

前 10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全称） 

报告期

内增减 

期末持股数

量 

比例

(%) 

持有有

限售条

件的股

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东 

性质 
股份 

状态 
数量 

云南省贵金属新材料控

股集团有限公司 
  173,524,449 39.64 0 无 0 

国有法

人 

王鹏   2,431,096 0.56 0 无 0 未知 

乔祥胜   2,407,100 0.55 0 无 0 未知 

红塔创新投资股份有限

公司 
  2,200,000 0.50 0 无 0 

国有法

人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2,194,807 0.50 0 无 0 未知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国泰国证有色金

属行业指数分级证券投

资基金 

  1,297,300 0.30 0 无 0 未知 

曹仁均   1,077,921 0.25 0 无 0 未知 

张栋   1,050,791 0.24 0 无 0 未知 

陈建元   1,030,642 0.24 0 无 0 未知 

秦维辉   950,000 0.22 0 无 0 未知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

说明 

公司未知上述股东是否属于《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中规定

的一致行动人，也未知上述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

数量的说明 

无 

4.2 公司与控股股东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的方框图 

√适用  □不适用  

 

4.3 公司与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的方框图 

√适用  □不适用  



 

4.4 报告期末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 10 名股东情况 

□适用  √不适用  

5 公司债券情况 

□适用  √不适用  

三 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一）报告期内主要经营情况 

2019年世界经济增长持续放缓，外部不确定不稳定因素增多，我国经济由高速增长转向高质

量发展。在面临持续严峻的外部环境情况下，公司持续坚定贵金属产业为主的发展方向，深耕贵

金属新材料制造、二次资源回收及供给服务三大核心业务板块。积极发挥贵研品牌和产业链一体

化经营优势，加大重点新产品研究开发力度，加快工艺技术及装备的优化升级建设，不断优化产

品结构，重点拓展国内外中高端市场，生产经营规模稳步扩大，主营业务收入持续增长，盈利能

力持续增强，主营业务利润增幅明显，整体经营业绩实现了较大幅度增长。贵金属功能材料、贵

金属再生资源材料、贵金属前驱体材料取得明显的增量。2019 年，公司累计实现营业收入

21,354,996,597.18 元，比去年同期的 17,074,041,272.71 元增加 25.07%；利润总额

303,715,998.55元，比去年同期的 210,620,723.47元增加 44.20%；实现净利润 259,942,797.53

元，比去年同期的 184,743,053.36元增加 40.71%；归属于母公司的净利润 232,258,333.23元，

比去年同期的 157,144,539.53元增加 47.80%。 



（二）导致暂停上市的原因 

□适用  √不适用  

（三）终止上市的情况和原因 

□适用  √不适用  

（四）公司对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变更原因及影响的分析说明 

√适用  □不适用  

（五）重要会计政策变更 

（1）执行新金融工具准则导致的会计政策变更 

    财政部于 2017年分别发布了《企业会计准则第 22号—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财会【2017】

7号）、《企业会计准则第 23 号—金融资产转 移》（财会【2017】8号）、 《企业会计准则第 24 号

—套期会计》（财会【2017】9 号）、《企业会计准则第 37 号—金融工具列报》（财会【2017】14

号）---（上述准则以下统称“新金融工具准则”），要求境内上市企业自 2019年 1月 1日起执行。

本公司于 2019 年 1 月 1 日执行上述新金融工具准则，对会计政策的相关内容进行调整。 

（2）财务报表列报 

2019年 4月 30日，财政部发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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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对已执行新金融工具准则但未执行新收入准则和新租赁准则的企业应按如

下规定编制财务报表：资产负债表中将“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行项目拆分为“应收票据”及“应

收账款”；增加“应收款项融资”项目，反映资产负债表日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其他综合

收益的应收票据和应收账款等；将“应付票据及应付账款” 行项目拆分为“应付票据”及“应付

账款”。利润表中在投资收益项目下增加“以摊余成本计量的金融资产终止确认收益（损失以“-”

号填列）”的明细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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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财会【2019】6号配套执行。本公司根据财会【2019】6 号和财会【2019】

16号规定的财务报表格式编制财务报表，对 2018年财务报表项目和金额的影响如下： 

原列报报表项目和金额 新列报报表项目和金额 

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 1,500,958,384.06 

应收票据 323,134,897.93 

应收账款 696,743,082.06 

应收款项融资 481,080,404.07 



（六）重要会计估计变更 

本公司本会计年度未发生重要会计估计变更。 

（七）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对财务报表合并范围发生变化的，公司应当作出具体说明。 

√适用□不适用  

本公司 2019年度纳入合并范围的子公司共 9户，详见本附注九“在子公司中的权益”。 

 

 

 

                                                贵研铂业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郭俊梅 

                                                  2020年 4月 20日 

应付票据及应付账款 140,097,251.40 
应付票据 10,000,000.00 

应付账款 130,097,251.4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