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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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负责人杨安国、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李新战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苗红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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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总资产 13,205,679,205.10 10,868,997,362.76 21.5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资产 

3,654,617,362.73 3,457,081,182.26 5.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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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净额 

-622,317,314.98 964,459,254.17 -164.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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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营业收入 12,752,199,142.36 13,265,430,498.21 -3.8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 

242,757,811.88 79,434,861.85 205.6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

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196,328,274.65 49,326,810.23 298.02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6.83 2.39 增加 4.44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2227 0.0729 205.49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2227 0.0729 205.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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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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5,941.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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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790,658.38 59,171,95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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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28,943.87 6,580,134.39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1,204,946.24 -4,068,301.29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37,943.27   

所得税影响额 -3,178,684.32 -15,322,244.52   

合计 9,535,971.69 46,429,537.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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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9,3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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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河南豫光金铅集团有限

责任公司 

322,799,737 29.61 0 无 0 国有法人 

济源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75,152,132 6.89 0 冻结 37,575,200 国有法人 

中国黄金集团资产管理

有限公司 

35,859,871 3.29 0 无 0 国有法人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12,963,856 1.19 0 无 0 其他 

李荣国 4,826,887 0.44 0 无 0 境内自然人 

北京大观投资管理有限

公司－大观良兴号私募

投资基金 

3,127,100 0.29 0 无 0 其他 

徐斌 2,800,000 0.26 0 无 0 境内自然人 

王跃岭 2,500,000 0.23 0 无 0 境内自然人 

张其荣 2,193,400 0.20 0 无 0 境内自然人 

信诚基金－中信证券－

厦门建发集团有限公司 

2,073,777 0.19 0 无 0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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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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河南豫光金铅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322,799,737 人民币普通股 322,799,737 

济源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75,152,132 人民币普通股 75,152,132 

中国黄金集团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35,859,871 人民币普通股 35,859,871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12,963,856 人民币普通股 12,963,856 

李荣国 4,826,887 人民币普通股 4,826,887 

北京大观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大观良兴

号私募投资基金 

3,127,100 
人民币普通股 

3,127,100 

徐斌 2,8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2,800,000 

王跃岭 2,5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2,500,000 

张其荣 2,193,400 人民币普通股 2,193,400 

信诚基金－中信证券－厦门建发集团有

限公司 

2,073,777 
人民币普通股 

2,073,777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公司控股股东与其他股东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也不属于

《上市公司持股变动信息披露管理办法》规定的一致行动

人；公司未知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知其

他股东之间是否属于《上市公司持股变动信息披露管理办

法》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的

说明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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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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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公司前三季度经营情况 

2020年 1-9 月，公司实现净利润 2.42亿元，比去年同期增长 207.34%。公司净利润同比增长

的主要原因是：①本期公司主产品铜、金、银价格上涨，毛利增加；②本期公司用融资成本低的

承兑业务替代其他类型贷款，融资贷款利率下降，融资费用减少，并通过远期结售汇等工具，降

低汇率波动对公司的影响，汇兑损失减少。 

公司前三季度主要产品产销情况如下： 

主要产品 2020年 1-9月 2019年 1-9月 变动比例 

电解铅及铅合金 产量（吨）     271,921.52  315,996.58 -13.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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销量（吨） 270,258.15  336,480.21 -19.68% 

阴极铜 
产量（吨） 87,135.09  79,105.08 10.15% 

销量（吨） 88,460.99  81,602.20 8.41% 

黄金 
产量（千克） 5,656.92  5,636.62 0.36% 

销量（千克） 5,236.08  5,633.42 -7.05% 

白银 
产量（吨） 751.50  697.87 7.68% 

销量（吨） 720.69  721.35 -0.09% 

 

2、公司主要会计报表项目重大变动的况 

（1）报告期末公司资产负债表项目同比发生重大变动的说明 

单位：元 

资产负债表项目 期末余额 年初余额 变动比例 

应收票据 50,000,000.00 26,000,000.00 92.31% 

衍生金融资产 185,601,905.09 294,890,414.04 -37.06% 

应收款项融资 26,579,549.56 16,566,609.01 60.44% 

交易性金融资产 101,604,033.48 30,602,013.70 232.02% 

应收账款 323,087,767.17 63,840,779.84 406.08% 

预付款项 525,096,896.71 379,074,468.49 38.52% 

固定资产 3,223,186,579.88 2,063,659,584.22 56.19% 

在建工程 50,159,724.92 611,320,474.30 -91.79% 

递延所得税资产 55,137,622.09 81,008,928.82 -31.94% 

衍生金融负债 10,736,875.53 27,833,707.03 -61.42% 

应付票据 255,000,000.00 149,400,000.00 70.68% 

应付账款  1,203,821,085.08 783,057,587.78 53.73% 

其他应付款 66,113,410.97 45,370,339.22 45.72% 

合同负债 410,983,644.74   不适用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 245,285,875.00 370,158,330.34 -33.73% 

长期借款 1,320,273,157.02 820,978,786.11 60.82% 

长期应付款 97,824,968.68 182,360,629.27 -46.36% 

递延收益 69,368,339.91 48,568,098.98 42.83% 

递延所得税负债 16,415,870.08 41,638,199.50 -60.57% 

其他综合收益 -6,763,059.80 -13,361,110.38 -49.38% 

专项储备 14,320,347.03 547,970.11 2,513.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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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收票据本期增加原因：主要是本期销售收到的商业承兑汇票增加所致。 

衍生金融资产本期减少原因：主要是本期期末期货持仓量较期初减少所致。 

应收款项融资本期增加原因：主要是本期销售收到的银行承兑汇票金额增加所致。 

交易性金融资产本期增加原因：主要是本期结构性存款增加所致。 

应收账款本期增加原因：主要是本期期末跨期未结算增加所致。 

预付款项本期增加原因：主要是本期预付供应商原料款增加所致。 

固定资产本期增加原因：主要是本期再生铅资源循环利用及高效清洁生产技改工程项目一期预

转固定资产所致。 

在建工程本期减少原因：主要是本期再生铅资源循环利用及高效清洁生产技改工程项目一期预

转固定资产，在建工程减少。 

递延所得税资产本期减少原因：主要是①本期偿还黄金租赁，导致交易性金融负债公允价值

变动减少，②本期存货跌价准备金额较年初减少所致。 

衍生金融负债本期减少原因：主要是本期期货平仓转出所致。 

应付票据本期增加原因：主要是本期采购原料银行承兑结算增加所致。 

应付账款本期增加原因：本期原料采购增加，应付供应商款项增加。 

其他应付款本期增加原因：主要是本期进口铅精矿商检费运杂费增加所致。 

合同负债本期增加原因：主要是本期期末跨期结算的货款增加所致；执行“新收入准则”，原

在“预收款项”项目列报的数据调整为“合同负债”项目。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本期减少原因：主要是由于前期借款，本期已偿还所致。 

长期借款本期增加原因：主要系本期新增项目固定资产贷款以及一年内到期长期借款到期转贷

所致。 

长期应付款本期减少原因：主要是本期按期偿还国银金融租赁股份有限公司融资租赁租金所

致。 

递延收益本期增加原因：主要是本期收到冶炼渣项目场地平整补助 35,584,000.00元所致。 

递延所得税负债本期减少原因：主要是本期期货平仓，衍生金融资产公允价值转出所致。 

其他综合收益本期变动原因：主要是本期汇率变动导致的报表折算差异所致。 

专项储备本期增加原因：本期专项储备计提数大于使用数所致。 

 
（2）报告期公司利润表项目同比发生重大变动的说明 

                                                                       单位：元 

利润表项目 
年初至报告期期末金

额（1-9月） 

上年年初至报告期

期末金额（1-9月） 
变动比例 

销售费用 37,699,465.01 27,908,004.17 35.08% 

财务费用 184,462,483.27 275,393,453.46 -33.02% 

投资收益 -25,891,851.31 -51,941,916.94 不适用 

公允价值变动收益 -18,228,759.10 694,593.13 -2,724.38% 

信用减值损失 -1,223,880.39 5,092,287.28 -124.03% 

资产减值损失  -107,488,107.80 -436,675.71 不适用 

资产处置收益 105,941.82 -356,663.05 不适用 

营业外收入  817,612.69  4,167,698.97 -80.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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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业外支出  4,885,913.98  2,193,511.53 122.74% 

所得税费用 9,594,000.84 22,810,686.50 -57.94% 

销售费用本期增加原因：主要是本期运输费以及硫酸的销售费用增加所致。 

财务费用本期减少原因：主要是本期利息支出减少，汇兑损失减少所致。 

投资收益本期变动原因：主要是本期期货平仓损失减少所致。 

公允价值本期减少原因：主要是本期期货业务浮动亏损增加。 

信用减值损失本期变动原因：主要是本期公司应收款增加，计提的坏账准备增加所致。 

资产减值损失本期变动原因：主要是今年一季度公司主要产品电解铅、阴极铜、白银市场价格下

跌较多，存货存在减值，因此公司对相关存货计提了大额跌价准备。 

资产处置收益本期变动原因：本期处置危废车的收益。                                                                                                                                                                                                                                                                                                                                                                                                                    

营业外收入本期减少原因：本期公司收到的理赔款减少所致。 

营业外支出本期增加原因：本期公司摊销的土地租赁款增加所致。 

所得税费用本期减少原因：①本期偿还黄金租赁，导致交易性金融负债公允价值变动金额减少；

②存货跌价准备金额较年初减少；③期货平仓导致衍生金融资产公允价值变动金额减少。 

 

（3）报告期公司现金流量构成情况说明 

    单位：元 

现金流量表项目 
年初至报告期期末金

额（1-9月） 

上年年初至报告期

期末金额（1-9月） 
变动比例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622,317,314.98  964,459,254.17 -164.52%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488,082,462.18 -364,704,360.14 不适用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203,487,402.52 -647,007,095.81 不适用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本期减少原因：本期由于原料价格上涨，采购数量增加，公司购买

商品、接受劳务支付的现金增加所致。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本期变动原因：本期加大对再生铅资源循环利用及高效清洁生产技

改工程项目投资所致。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本期变动原因：本期取得借款所收到的现金增加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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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 报告期内超期未履行完毕的承诺事项 

□适用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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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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名称 河南豫光金铅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杨安国 

日期 2020年 10月 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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