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赤峰黄金                                                                    2020 年第三季度报告 

1 / 11 

 

公司代码：600988                            公司简称：赤峰黄金 

 

 

 

 

 

 

 

 

赤峰吉隆黄金矿业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第三季度报告正文 

 

 

 

 

 

 

 

 

 

 

 



赤峰黄金                                                                    2020 年第三季度报告 

2 / 11 

 

一、 重要提示 

1.1  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季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

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

律责任。 

1.2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审议季度报告。 

1.3  公司负责人王建华、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赵强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

杜慧保证季度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1.4  本公司第三季度报告未经审计。 

二、 公司主要财务数据和股东变化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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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308,262,644.63 7,784,633,526.86 7,784,633,526.86 6.7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资产 
3,885,929,745.84 2,943,112,481.17 2,943,112,481.17 32.03 

 
年初至报告期末

（1-9 月）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1-9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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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55,964,406.79 616,039,121.49 575,882,040.08 38.95% 

 
年初至报告期末 

（1-9 月）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1-9 月） 

比上年同期增减 

（%） 
调整后 调整前 

营业收入 
3,486,072,637.85 4,457,754,277.73 4,341,993,928.27 -21.8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利润 
506,702,439.88 170,884,043.90 135,752,334.53 196.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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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的净利润 

497,604,570.32 134,559,898.64 135,764,290.42 269.8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

率（%） 
14.84 6.04 5.20 

增加 8.80 个百分

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30 0.11 0.10 172.73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30 0.11 0.10 172.73 

注：1. 2019 年 11 月，公司完成发行股份收购瀚丰矿业 100%股权，本次收购属同一控制下企业合

并，根据会计准则的规定，公司将瀚丰矿业 2019 年度全年度纳入合并。 

2. 2020 年 7 月 29 日，公司与赵美光、北京瀚丰联合科技有限公司签署《关于郴州雄风环保科

技有限公司之附条件生效的股权出售协议》，根据会计准则的规定，公司合并口径将雄风环保资

产、负债转入持有待售资产或负债核算，同时不再合并其损益。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适用 □不适用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本期金额 

（7－9 月） 

年初至报告期末

金额（1-9 月） 
说明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 45,363.43 7,579,965.76 
子公司处置闲

置固定资产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但与公司正常经营业务密

切相关，符合国家政策规定、按照一定标准定额或定

量持续享受的政府补助除外 

540,558.87 8,271,530.46 
子公司获得的

政府补助 

除同公司正常经营业务相关的有效套期保值业务外，

持有交易性金融资产、衍生金融资产、交易性金融负

债、衍生金融负债产生的公允价值变动损益，以及处

置交易性金融资产、衍生金融资产、交易性金融负债、

衍生金融负债和其他债权投资取得的投资收益 

72,739.73 141,181.41 
子公司理财产

品收益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2,096,244.96 -4,170,534.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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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符合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的损益项目 26,360.07 126,453.01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47,354.81 -212,418.81  

所得税影响额 144,841.00 -2,638,307.32  

合计 -1,313,736.67 9,097,869.56  

 

2.2 截止报告期末的股东总数、前十名股东、前十名流通股东（或无限售条件股东）

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股东总数（户） 170,122 

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全称） 
期末持股数量 比例(%) 

持有有限售条

件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东性质 

股份状态 数量 

赵美光 506,106,982 30.42 74,375,000 质押 252,000,000 境内自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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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瀚丰中兴管理咨询中心

（有限合伙） 
51,515,151 3.10 51,515,151 无 0 其他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22,362,929 1.34 0 无 0 境外法人 

内蒙古金融资产管理有限公

司 
21,321,961 1.28 21,321,961 无 0 国有法人 

谭雄玉 20,146,042 1.21 0 无 0 境内自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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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517,203 0.69 0 无 0 其他 

玖巴巴（济南）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10,874,200 0.65 10,874,200 无 0 其他 

长安国际信托股份有限公司

－长安信托－定增长信汇智

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9,390,631 0.56 0 无 0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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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工

银瑞信文体产业股票型证券

投资基金 

8,451,300 0.51 0 无 0 其他 

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流通

股的数量 

股份种类及数量 

种类 数量 

赵美光 431,731,982 人民币普通股 431,731,982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22,362,929 人民币普通股 22,362,929 

谭雄玉 20,146,042 人民币普通股 20,146,0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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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517,203 人民币普通股 11,517,203 

长安国际信托股份有限公司－长安信托－定

增长信汇智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9,390,631 人民币普通股 9,390,631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工银瑞信文体产业

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8,451,300 人民币普通股 8,451,300 

基本养老保险基金三零九组合 7,695,083 人民币普通股 7,695,083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银华远景

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5,893,480 人民币普通股 5,893,4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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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374,006 人民币普通股 5,374,006 

赵斯宇 5,366,787 人民币普通股 5,366,787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上述股东中，赵美光、北京瀚丰中兴管理咨询中心（有限合

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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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 截止报告期末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前十名优先股股东、前十名优先股无限售条件

股东持股情况表 

□适用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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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重要事项 

3.1 公司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重大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适用 □不适用  

3.1.1 资产负债表项目变动分析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期末余额 期初余额 变动比例 

货币资金 368,136,576.42 531,231,604.54 -30.70% 

交易性金融资产 28,000,000.00   

应收账款 32,664,991.76 139,340,994.67 -76.56% 

应收款项融资  2,499,450.04 -100.00% 

存货 615,888,769.61 2,207,246,134.27 -72.10% 

持有待售资产 3,182,776,513.96 7,505,156.61 42,307.86% 

其他流动资产 36,709,599.88 58,357,789.53 -37.10% 

其他权益工具投资  4,097,855.50 -100.00% 

固定资产 1,969,197,602.85 2,925,227,968.88 -32.68% 

在建工程 790,002,556.83 233,701,613.19 238.04% 

商誉 41,968,889.08 361,485,385.76 -88.39% 

长期待摊费用 6,594,966.15 3,485,969.03 89.19% 

短期借款 255,991,339.49 385,116,949.46 -33.53%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

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负债 
261,930,500.00   

应付票据 150,000,000.00 285,000,000.00 -47.37% 

应付账款 267,348,484.82 181,919,002.13 46.96% 

预收款项 81,560,543.75 33,908,642.64 140.53% 

应付职工薪酬 53,009,676.13 80,154,842.09 -33.87% 

持有待售负债 887,991,527.51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  348,428,643.88 -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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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货币资金期末较期初减少，主要系本期公司提前兑付公司债券及归还名股实债借款所致； 

（2） 交易性金融资产期末较期初增加，主要系瀚丰矿业以闲置募集资金购买理财产品所致； 

（3） 在建工程期末较期初增加，主要系本期五龙矿业改扩建工程、瀚丰矿业千米竖井工程下掘

施工及 LXML 金矿项目建设所致； 

（4） 长期待摊费用期末较期初增加，主要系吉隆矿业、华泰矿业及五龙矿业支付采矿权延续等

费用所致； 

（5）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负债期末较期初增加，主要系本期黄金租赁

融资增加所致； 

（6） 应付账款期末较期初增加，主要系控股子公司 LXML 金矿项目建设应付材料、设备及工程

款增加所致； 

（7） 预收款项期末较期初增加，主要系本期公司出售全资子公司雄风环保 100%股权收到第一期

交易价款所致； 

（8） 应付职工薪酬期末较期初减少，主要系本期支付上年末计提的绩效、奖金等所致； 

（9）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期末较期初减少，主要系本期偿还内蒙古金融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名股实债借款及托克贸易融资款所致； 

（10） 应付债券期末较期初减少，主要系本期提前兑付 7 亿元公司债券所致； 

（11） 递延所得税负债期末较期初增加，主要系黄金价格上涨，子公司吉隆矿业、五龙矿业黄金

租赁套期保值业务账面浮盈确认递延所得税所致； 

（12） 资本公积期末较期初增加，主要系并购瀚丰矿业非公开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产生溢价所

致； 

（13） 表中所列示报表项目除以上单独说明外，期末与期初金额增减变动原因主要系根据企业会

计准则第 42 号—持有待售的非流动资产、处置组和终止经营的相关规定，公司合并口径将

全资子公司雄风环保资产、负债转入持有待售资产或负债核算所致。 

长期借款  37,963,464.88 -100.00% 

应付债券  730,106,760.83 -100.00% 

长期应付款 187,277,750.00 489,319,709.21 -61.73% 

递延收益 2,553,250.49 9,313,500.43 -72.59% 

递延所得税负债 4,273,990.08   

资本公积 626,613,563.85 232,355,569.09 169.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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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2 利润表项目变动分析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本期金额 上年同期金额 变动比例 

营业成本 2,342,797,650.15  3,383,080,601.59 -30.75% 

财务费用 -6,607,268.37 213,591,822.41 -103.09% 

投资收益 7,306,772.20 -10,615,863.54  

公允价值变动收益 -5,871,200.00 10,670,300.00 -155.02% 

信用减值损失 4,692,068.49 3,409,504.86 37.62% 

资产减值损失 11,274,027.61 -7,548,296.21  

资产处置收益 7,369,834.06 740,878.12 894.74% 

营业外收入 613,790.68 1,685,306.65 -63.58% 

注：投资收益、公允价值变动收益、信用减值损失、资产减值损失、资产处置收益项目的损失以“—”号填列。 

（1） 营业成本本期较上期下降，其一是雄风环保转入持有待售核算，自 2020 年 7 月 29 日起其

损益不再纳入合并所致，其二是控股子公司 LXML 本期转向黄金生产，电解铜产量下降，

对应成本相应下降，其三是公司开展有效的降本增效措施控制成本所致； 

（2） 财务费用本期较上期减少，主要系本期有息负债下降使得利息支出减少及人民币对美元升

值使美元借款产生浮动汇兑收益所致； 

（3） 投资收益本期较上期增加，主要系上期雄风环保归还融资租入黄金产生损失及本期吉隆矿

业黄金租赁套保合约移仓产生收益所致； 

（4） 公允价值变动收益本期较上期减少，主要系上期雄风环保黄金租赁产生浮盈及本期吉隆矿

业黄金租赁账面浮亏所致； 

（5） 信用减值损失本期较上期减少，主要系雄风环保 1-6 月份收回应收款项，相应转回原计提

的坏账准备所致； 

（6） 资产减值损失本期较上期减少，主要系雄风环保 1-6 月份因金属价格回升，存货跌价准备

转回所致； 

（7） 资产处置收益本期较上期增加，主要系本期吉隆矿业出售闲置办公楼产生盈利所致； 

（8） 营业外收入本期较上期减少，主要系瀚丰矿业上期收到政府补助多于本期所致。 

3.1.3 现金流量表项目变动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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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本期金额 上年同期金额 变动比例 

收到的税费返还 7,439,611.94 3,352,264.62 121.93% 

购买商品、接受劳务支付的现金 2,277,423,765.25 3,335,863,069.88 -31.73% 

支付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180,856,727.68 439,195,282.82 -58.82% 

收回投资收到的现金 34,000,000.00 95,100,000.00 -64.25% 

取得投资收益收到的现金 141,181.41 1,633,267.86 -91.36% 

处置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

期资产收回的现金净额 
7,386,000.00 981,000.00 652.91% 

处置子公司及其他营业单位收到的

现金净额 
80,000,000.00  100.00% 

购建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

期资产支付的现金 
657,884,786.84 275,013,353.90 139.22% 

投资支付的现金 62,010,000.00 45,100,000.00 37.49% 

吸收投资收到的现金 502,999,998.76  100.00% 

取得借款收到的现金 263,932,800.00 437,779,387.58 39.71% 

偿还债务支付的现金 1,042,223,031.68 185,650,000.00 461.39% 

分配股利、利润或偿付利息支付的

现金 
63,100,544.28 119,638,462.37 -47.26% 

支付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528,905,560.30 848,662,913.65 -37.68% 

（1） 收到的税费返还本期较上期增加，主要系雄风环保本年 1-6 月收到增值税退税款较上年同

期增加所致； 

（2） 购买商品、接受劳务支付的现金本期较上期减少，主要系自 2020 年 7 月起全资子公司雄风

环保转入持有代售核算所致； 

（3） 支付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本期较上期减少，主要系本期支付往来款项减少所致； 

（4） 收回投资收到的现金本期较上期减少，主要系控股子公司广源科技存理财产品减少，相应

的赎回金额减少及上期瀚丰矿业收回原股东借款所致； 

（5） 取得投资收益收到的现金本期较上期减少，主要系上期瀚丰矿业收到原股东借款利息所致； 

（6） 处置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收回的现金净额本期较上期增加，主要系本期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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隆矿业出售闲置办公楼收回现金所致； 

（7） 处置子公司及其他营业单位收到的现金净额本期较上期增加，主要系本期公司收到出售全

资子公司雄风环保 100%股权第一期交易价款所致； 

（8） 购建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支付的现金本期较上期增加，主要系本期子公司

五龙矿业改扩建工程及 LXML 金矿恢复项目建设投入增加所致； 

（9） 投资支付的现金本期较上期增加，主要系本期瀚丰矿业以闲置募集资金购买理财产品所致； 

（10） 吸收投资收到的现金本期较上期增加，主要系本期公司并购瀚丰矿业非公开发行股份募集

配套资金到账所致； 

（11） 取得借款收到的现金本期较上期减少，主要系全资子公司雄风环保自 7 月起转入持有待售

核算所致； 

（12） 偿还债务支付的现金本期较上期增加，主要系本期提前兑付公司债券及偿还名股实债借款

所致； 

（13） 分配股利、利润或偿付利息支付的现金本期较上期减少，主要系本期有息负债下降，利息

支出相应减少所致； 

（14） 支付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的现金本期较上期减少，主要系上期雄风环保偿还黄金租赁融而

本期未发生所致。 

3.2 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适用 □不适用  

（1）非公开发行股票 

报告期内，公司拟实施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项目，并向中国证监会提交了申报文

件。 

根据公司实际情况并考虑相关政策及资本市场环境变化，经审慎分析，公司决定

终止本次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事宜，公司于2020年9月27日召开第七届董事会二十九次

会议和第六届监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终止非公开发行A 股股票事项

并申请撤回申报文件的议案》，同意终止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事宜。详见公司于2020

年9月28日披露的《关于终止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事项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0-093）。 

2020年10月13日，公司收到中国证监会出具的《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申请终止审

查通知书》（[2020]118号），中国证监会决定终止对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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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许可申请的审查。详见公司于2020年10月14日披露的《关于收到<中国证监会行

政许可申请终止审查通知书>的公告》（公告编号：2020-098）。 

（2）员工持股计划 

公司于2020年9月27日召开的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九次会议和2020年10月13日召

开的2020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分别审议通过了《赤峰吉隆黄金矿业股份有限公司第

一期员工持股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等议案，同意公司实施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

详见公司于2020年9月28日、2020年9月29日披露的《赤峰吉隆黄金矿业股份有限公司

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草案）》及2020年10月14日披露的《赤峰黄金第一期员工持股

计划》等相关公告。 

3.3 报告期内超期未履行完毕的承诺事项 

□适用 √不适用  

3.4 预测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期末的累计净利润可能为亏损或者与上年同期相比发生

重大变动的警示及原因说明 

√适用 □不适用  

2020年1-9月，公司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净利润50,670.24万元，较上年同期增

长196.52%。公司2019年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净利润为18,801.22万元，在内外

部经营环境不出现重大不利变化的情况下，预计公司2020年全年净利润与上年同期相

比将出现较大幅度增长。 

 

 

                                                              

公司名称： 赤峰吉隆黄金矿业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王建华 

日期： 2020 年 10 月 1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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