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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155                           证券简称：湖南黄金                           公告编号：2020-SAR 

湖南黄金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一、重要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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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者应当到证监会指

定媒体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文。 

除下列董事外，其他董事亲自出席了审议本次半年报的董事会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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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计划不派发现金红利，不送红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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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湖南黄金 股票代码 0021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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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文松 崔利艳 

办公地址 
长沙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东路 211 号 1 号

栋 9 楼 

长沙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东路 211 号 1 号

栋 9 楼 

电话 0731-82290893 0731-82290893 

电子信箱 hngold_security@126.com hngold_security@126.com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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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541,056,761.08 8,374,948,304.25 -9.9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91,775,136.69 84,041,343.56 9.2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的净利润（元） 
90,988,043.92 83,921,637.40 8.42%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428,995,589.44 143,206,543.61 199.56%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763 0.0699 9.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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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763 0.0699 9.16%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84% 1.72% 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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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997,619,095.80 6,799,641,640.75 2.9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5,006,520,354.08 4,945,427,814.78 1.24%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95,3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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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湖南黄金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国有法人 39.91% 479,740,966    

株洲市国有资产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

司 
国有法人 3.65% 43,859,649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国有法人 2.08% 25,001,100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境外法人 1.21% 14,544,630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前海开源金

银珠宝主题精选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

投资基金 

其他 0.70% 8,396,2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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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46% 5,501,100    

湖南银太集团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0.37% 4,390,000    

胡臻 境内自然人 0.33% 3,922,183    

焦作通良资产经营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0.31% 3,781,543    

李文生 境内自然人 0.29% 3,428,5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公司发起人股东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也不属于一致行动人；未

知其他股东相互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知是否属于一致行

动人。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明（如有） 

公司股东胡臻通过财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

账户持股 3,922,183 股；股东李文生通过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

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股 1,017,700 股。 

4、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控股股东报告期内变更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控股股东未发生变更。 

实际控制人报告期内变更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更。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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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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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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在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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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是否需要遵守特殊行业的披露要求 

（一）总体经营情况概述 

报告期内，公司共生产黄金19,096千克，同比下降29.36%，其中标准金18,043千克，含量金1,053千克；生产锑品17,100

吨，同比下降12.43%，其中锑锭6,994吨，氧化锑7,234吨，含量锑1,428吨，乙二醇锑1,365吨，塑料母粒79吨；生产钨品1,139

标吨，同比下降3.88%。  

其中，黄金自产2,196千克，同比下降4.06%；锑自产9,754吨，同比下降2.9%；钨精矿自产1,137标吨，同比增长19.77%。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销售收754,105.68万元，同比减少9.96%；实现利润总额10,947.63万元，同比增加12.42%；实现归

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9,177.51万元，同比增加9.20%；实现每股收益0.08元。 

（二）主要工作开展情况 

1.党建引领，疫情防控、复工复产取得成效 

公司加强党建引领，在上半年疫情防控和“复工复产、达产达效”工作中带领广大干部员工扎实开展各项工作，充分发挥

各基层党支部的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干部的先锋模范作用，实现了疫情防控“双零”目标，即：确诊病例为零，疑似病例为零。

公司通过开展劳动竞赛、“日清日结”、“六好”班组竞赛、“百名干部下车间”等专项活动，弥补疫情造成的损失，扭转一季度

净利润亏损局面。 

2.严管重罚，安全环保底线思维深入人心 

公司始终将安全生产放在首位，持续开展“安全生产专项整治三年行动”、“珍爱生命”三年行动督查等专项活动，坚持严

管重罚和责任追究并行，全面落实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公司严格执行“无支护，不作业”铁律，持续推进“机械化换人、

自动化减人”专项工作，提升本质安全。公司牢固树立新发展理念，持续开展环境污染治理工作，扎实开展环保管理工作，

确保污染防治设施正常运行，污染物达标排放。上半年，公司安全环保形势整体稳定，未发生环境污染事故，未受到环保行

政处罚。 

3.精细管理，财务、技术指标不断优化 

公司坚持以“精细精准，创新创效”为工作主线，加强成本管控。通过积极开展“两金”压降专项行动，加大应收款项催收，

加强物资管理，减少库存资金占用；持续深入推进“全流程精细化”成本管控，严控四项费用开支；加强资金管理，优化资金

调度，控减财务费用；充分调动专业学组、工程技术人员和操作人员的积极性，提升经济技术指标，实现效益最大化。 

4.精准发力，重点项目建设稳步推进 

报告期内，共完成投资25,331.46万元。重点工程进展如下： 

黄金洞矿业金塘3#脉盲竖井工程正在进行竖井井筒掘砌；黄金洞矿业井下采废充尾与全尾膏体胶结充填系统建设工程完

成工勘施工、“三通一平”工程施工和浓密池基础工程；黄金洞矿业选矿厂改造工程于4月初投产运行，生产成本进一步降低；

大万矿业盲竖井工程完成安全设备设计变更评审、主要提升设备招投标、预算及预算单位招标等工作；大万矿业尾砂胶结充

填工程处于选址、勘察、立项阶段；辰州锑业替代原火法冶炼矿浆电解新工艺制备精锑项目完成主体工程建设、行车安装和

设备招投标等工作。 

5.统一部署，深化改革工作协调推进 

公司按照《湖南省国资委关于推动省属监管企业深化内部三项制度改革工作指引（试行）的通知》，建立了三项制度改

革工作标准，对照“三能”、“四效”工作标准，查找差距与不足，制定改革方案，预计在2020年底前全面完成三项制度改革工

作任务。报告期内，子公司修订了负责人综合绩效考核管理办法；各子公司严格执行“效益增、工资增，效益降、工资降”

的工资体系，工资总额能增能减；有序推进“三供一业”分离和国有企业退休人员社会化管理工作，取得积极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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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1）与上一会计期间财务报告相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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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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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

3月21日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第五届监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自 2020 年

1月1日起执行该会计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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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上一会计期间财务报告相比，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本公司报告期合并范围新增一家子公司：湖南辰州黄金精炼有限公司。 

 

 

湖南黄金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王选祥 

2020年8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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