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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重要提示 

1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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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文。 

2 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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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半年度报告未经审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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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董事会未审议 2020 年半年度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二、公司基本情况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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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赤峰黄金 600988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周新兵 董淑宝 

电话 0476-8283822 0476-8283822 

办公地址 内蒙古赤峰市红山区学院北路

金石明珠写字楼A座9层 

内蒙古赤峰市红山区学院北路

金石明珠写字楼A座9层 

电子信箱 A600988@126.com A600988@126.com 

 

2.2 公司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

年度末增减(%) 调整后 调整前 

总资产 8,147,378,776.33 7,784,633,526.86 7,784,633,526.86 4.6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3,683,379,144.49 2,943,112,481.17 2,943,112,481.17 25.15 



东的净资产 

 本报告期 

（1-6月）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

同期增减(%) 调整后 调整前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661,762,132.94 588,393,116.34 581,123,255.72 12.47 

营业收入 2,646,442,293.36 2,719,566,645.21 2,651,343,382.06 -2.6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 

222,010,711.47 130,679,013.98 110,910,134.39 69.8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 

211,599,105.24 128,986,594.31 111,073,931.55 64.05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

益率（%） 

6.70 4.70 4.32 增加2.00个百分

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

／股） 

0.13 0.08 0.08 62.50 

稀释每股收益（元

／股） 

0.13 0.08 0.08 62.50 

 

2.3 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 股 

截止报告期末股东总数（户） 77,863 

截止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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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质押或冻结的股份

数量 

赵美光 境内自然人 30.42 506,106,982 74,375,000 质押 310,520,000 

全国社保基金一一八组合 未知 4.51 75,053,304 75,053,304 无 0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未知 3.40 56,570,239 0 无 0 

北京瀚丰中兴管理咨询中心（有

限合伙） 

其他 3.10 51,515,151 51,515,151 无 0 

谭雄玉 境内自然人 1.86 30,935,142 0 质押 30,935,142 



内蒙古金融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1.28 21,321,961 21,321,961 无 0 

银华乾利股票型养老金产品－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未知 0.78 12,983,600 0 无 0 

周启宝 境内自然人 0.75 12,500,000 0 无 0 

玖巴巴（济南）投资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 

其他 0.65 10,874,200 10,874,200 无 0 

华夏成长证券投资基金 未知 0.65   0 无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上述股东中，赵美光、瀚丰中兴为一致行动人，公司未知

其他股东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关系。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的说明 不适用 

 

2.4 截止报告期末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前十名优先股股东情况表 

□适用 √不适用  

2.5 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适用 √不适用  

2.6 未到期及逾期未兑付公司债情况 

□适用 √不适用  

三、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3.1 经营情况的讨论与分析 

2020 年上半年，公司贯彻“以金为主”的发展战略；坚定推行 “双业务核心”发展

模式，面对新冠肺炎疫情造成的不利影响，坚持疫情防控和生产经营两手抓，公司上

下共同努力，积极应对，多措并举，降本增效，取得了令人振奋的成绩。  

一、克服疫情不利影响，业绩实现突破式增长 

2020 年上半年，受疫情影响，占收入比重相对较大的电解铜价格一季度大幅下跌

影响，公司主营业务收入较去年同期有所下降。但由于公司措施得力，科学组织复工

复产，实施有力的激励措施，弥补了一季度生产欠账，上半年实现主营业务收入

264,422.61 万元，较上年同期仅下降 2.22%。其中采矿业营业收入 176,244.21 万元，

占主营业务收入的 66.65%，资源综合回收利用业务营业收入 88,178.39 万元，占主营

业务收入的 33.35%。虽然营业收入有所下降，但上半年公司实现归属于母公司股东



的净利润 22,201.07 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 69.89%，且高于 2019 年全年的 18,801.22

万元，主要是由于本期黄金产销量增加及采取了降本增效成效显著。 

二、多举措降本增效，成本指标明显下降 

公司通过加强基础管理、现场管理，提高设备利用率；通过“季季、月月上台阶”“周

周评比”等活动，及时兑现评比奖励，激发了一线员工的奋斗热情，提高了员工劳动

生产率；通过加强重点工程、大宗物资采购管理，基础核算、成本核算及内部审计工

作，控制成本、降本增效。2020 年上半年，公司主营业务成本 189,745.26 万元，较上

年同期下降 5.63%，综合毛利率较上年同期上升 2.6 个百分点。其中采矿业主营业务

成本下降 8.57%，毛利率较上年同期上升 5.58 个百分点，单位成本下降明显。  

三、减少外部融资，狠抓经营性现金流 

2020 年上半年，公司提前兑付了 7 亿公司债券，归还了内蒙古金融资产管理有限

公司 2 亿元名股实债借款，托克提供的 1.4 亿美元贸易融资也已全部还清，公司有息

负债明显下降，资产负债率由年初的 57.93%下降至报告期末的 50.50%；与此同时，

公司加强自身造血能力，上半年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66,176.21 万元，较上

年同期增长 12.47%。公司贯彻“以金为主”的发展战略，剥离非矿资产，雄风环保 100%

股权项目已在北京产权交易所挂牌转让，预计可回笼资金 24 亿元以上。 

四、坚持“双业务核心”发展模式，重点项目稳步推进 

国际矿业部坚定贯彻“一体两翼”的发展战略，金矿恢复项目建设进度超过预期，

5 月 16 日氧化矿处理系统投产运行，比计划投产时间提前了 3 个月，6 月份已产出黄

金，项目全部竣工达产后，万象矿业将迎来黄金产量的持续高速增长；低品位铜矿堆

浸试验研究已经完成小试和中试，100 万吨工业试验正在进行中。Sepon 矿山未来将

实现金矿和铜矿、氧化矿与原生矿、露天开采和地下开采“三个并行”的生产格局。 

国内矿业部以五龙矿业“建大矿、上规模”为代表，各项重点技改工程、新建项目

均按既定时间表积极推进。 

3.2 与上一会计期间相比，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原因及

其影响 

□适用 √不适用  

3.3 报告期内发生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更正金额、原因及其影响。 

□适用 √不适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