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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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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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金黄金 600489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李跃清 应雯 

电话 010-56353910 010-56353909 

办公地址 北京市东城区安定门外大街9

号 

北京市东城区安定门外大街9

号 

电子信箱 zjgold@zjgold.com zjgold@zjgold.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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6,465,854,261.00 44,897,089,524.94 40,021,635,913.01 3.49 

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净资

产 

20,282,051,586.73 15,888,972,299.10 13,723,103,698.09 27.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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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35,971,151.51 497,043,107.92 -402,266,607.60 168.78 



的现金流量净

额 

营业收入 18,974,217,241.45 18,788,551,545.00 16,706,503,147.39 0.99 

利润总额 907,168,217.86 904,937,675.96 370,781,650.00 0.25 

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净利

润 

515,558,947.53 485,388,939.71 73,367,650.09 6.22 

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扣除

非经常性损益

的净利润 

503,271,260.03 61,113,564.03 61,113,564.03 723.50 

加权平均净资

产收益率（%） 

2.88 3.13 0.54 减少0.25个

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

（元／股） 

0.12 0.12 0.02   

稀释每股收益

（元／股） 

0.12 0.12 0.0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同比增加 723.50%，主要原因是本期同一

控制下合并内蒙古矿业，上年同期内蒙古矿业的净利润全部作为非经常性损益计算；经营活动产

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同比增加 168.78%，主要原因是上年同期归还黄金租赁款，本期无。 

本报告期利润总额 907,168,217.86元，比上年同期调整前 370,781,650.00元（2019年半年

报披露数）增加 144.66%；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515,558,947.53元，比上年同期调整前

73,367,650.09 元（2019 年半年报披露数）增加 602.71%；主要原因是本期黄金价格上涨和完成

资产重组内蒙古矿业纳入合并报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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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3,3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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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黄金集团有限公司 国有法

人 

47.86 2,221,816,774 484,651,354 无 0 

中银资产基金管理有限公

司－河南中鑫债转股私募

股权投资基金（有限合伙） 

未知 5.30 245,848,949 245,848,949 无 0 

国新央企运营投资基金管

理（广州）有限公司－国新

央企运营（广州）投资基金

（有限合伙） 

未知 3.31 153,655,602 153,655,602 无 0 

中国国新资产管理有限公

司 

国有法

人 

3.31 153,655,602 153,655,602 无 0 

北京东富国创投资管理中 未知 1.65 76,827,789 76,827,789 无 0 



心（有限合伙） 

农银金融资产投资有限公

司 

国有法

人 

1.65 76,827,789 76,827,789 无 0 

中国证券金融股份有限公

司 

未知 1.48 68,717,058   无 0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未知 1.44 66,958,413   无 0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

任公司 

国有法

人 

0.74 34,546,850   无 0 

全国社保基金一一五组合 未知 0.36 16,899,695   无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公司未知上述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属于《上

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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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报告期末，公司总资产 464.66 亿元，较期初增长 3.49%；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202.82 亿元，较期初增长 27.65%；销售收入 189.74 亿元，同比增长 0.99%；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利润 5.16 亿元，同比增长 6.22%。 

报告期内，公司结合实际制定“双 135 工程”并扎实落地，统筹疫情防控和生产经营工作，千

方百计将疫情的影响降到最低，科学有序复工复产，多措并举推进经营发展，经济运行总体平稳，

市场化债转股取得关键阶段性成果，各项工作取得了明显成效。 

（一）生产经营总体平稳。 

报告期内，公司主要产品产量保持平稳，生产矿产金 10.60 吨、冶炼金 18.49 吨、精炼金 32.28

吨，与上年同期比较分别变动了-5.19%、3.30%、-2.48%；生产矿山铜 41,061.03 吨、电解铜 156,954.46

吨，与上年同期比较分别增加了 337.75%、9.01%。 

（二）降本增效进一步深化。 

公司贯彻落实“过紧日子”思想，不断开创提质增效工作新局面。通过加强生产技术现场管

理、持续优化生产工艺流程，报告期内损失率、贫化率分别降低了 0.8%，选冶回收率提高了 0.5%，

增效 1.11 亿元。 



（三）资本运作取得关键阶段性成果。 

报告期内，公司向战略投资者发行股份购买其持有的中原冶炼厂股权，同时向中国黄金发行

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内蒙古矿业 90%股权。本次重组的标的资产均已完成交割过户，新增股份登

记手续已完成，公司进一步巩固了黄金、铜矿的开采、冶炼板块业务实力，整体价值得到有效提

升。截至本报告披露日，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配套资金合计 20 亿元成功完成，市场化债转股

项目圆满收官。公司实现资产负债率大幅降低，在项目前期运作基础上，进一步优化了资本结构，

有效促进了提质增效，为可持续健康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四）股权激励工作按计划实施。 

报告期内，公司完成第一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和预留期权授予工作，向包括公司高

级管理人员、公司部门正副职人员、公司下属企业正副职人员、核心技术人员、骨干技术人员等

在内的 252 名激励对象授予了股票期权，健全了公司的激励约束机制，充分调动了公司核心骨干

人才的积极性、责任感和使命感，有效地将股东利益、公司利益和经营者个人利益结合在一起，

共同为公司的长远发展努力奋斗。 

（五）资源保障进一步夯实。 

报告期内，公司加强资源储量和矿业权管理。地质探矿累计投入资金 0.9 亿元，完成坑探工

程 4.1 万米、钻探工程 4.8 万米，新增金金属量 12.2 吨、铜金属量 2,026 吨。资源拓展持续推进，

包头鑫达新立探矿权 3 宗，新增矿权面积 13.45 平方公里，其他企业探转采和矿权延续工作有序

开展。 

（六）重点项目有序推进。 

报告期内，公司重点项目克服疫情影响，实现了及时复工，累计完成基本建设类项目投资 1.15

亿元。安徽太平前常铁矿改扩建项目和江西金山 3000 吨/日扩建工程正有序推进；辽宁新都整体

搬迁项目主厂区构筑物主体和设备基础基本完成，尾矿库于 6 月初开工建设；内蒙古矿业深部开

拓工程顺利开工。 

（七）安全环保工作进一步强化。 

继续完善制度体系建设，层层压实安全责任，形成了“横向到边、纵向到底”的责任机制。

开展安全生产集中整治活动、生态环境保护专项整治活动、安全生产月活动，积极落实安全生产

专项整治三年行动，做好重大节日、关键节点的安全管理工作，全力做好防汛工作，改善了公司

安全环保现状，提高了安全环保管理水平，降低了企业安全环保风险。报告期内，公司安全生产

投入 1.16 亿元，环保投入 1.39 亿元。 

（八）科技创新实力不断加强。 

报告期内，公司累计投入科研经费 1.57 亿元，开展技改项目 13 项，获得省部级以上科技奖



励 22 项，获得授权专利 26 项。 

下半年，公司将坚持稳中求进，突出抓好提质增效、资源保障、重点项目建设、安全环保工

作，确保完成全年各项目标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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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财政部于 2017 年 7 月 5日发布了《企业会计准则第 14 号——收入（2017年修订）》（财会【2017】

22 号），并要求境内上市公司自 2020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经本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

于 2019 年 4 月 29 日决议通过，本公司于 2020 年 1 月 1 日起执行上述收入准则，并将  依据上

述收入准则的规定对相关会计政策进行变更。 

新收入准则为规范与客户之间的合同产生的收入建立了新的收入确认模型。为执行新收入准

则，本公司重新评估主要合同收入的确认和计量、核算和列报等方面。根据新收入准则的规定，

选择仅对 2020 年 1 月 1 日未完成的合同的累积影响数进行调整。首次执行的累积影响金额调整首

次执行当期期初（即 2020 年 1 月 1 日）的留存收益及财务报表其他相关项目金额，对可比期间信

息不予调整。 

执行新收入准则后，公司 2020 年 1 月 1 日合并资产负债表预收账款调整减少 329,654,802.07

元，合同负债调整增 329,654,802.07 元，母公司资产负债表预收账款调整减少 5,451.26 元，合同

负债调整增加 5,451.26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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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董事长：卢进     

中金黄金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 8月 27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