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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重要提示 

1 本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年度报告全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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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本公司出具了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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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审计，公司 2020 年实现利润总额 412,967,261.55 元，净利润 363,989,024.03

元，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326,123,108.71 元。经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公司 2020 

年度拟以实施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登记的总股本为基数分配利润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本次利润分配及

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方案如下：  

1、公司拟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2.3 元（含税）。截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公司总股

本 437,708,011 股，以此计算合计拟派发现金红利 100,672,842.53 元（含税），分配比例占 2020 年公司合并

报表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净利润的 30.87%； 

2、公司拟向全体股东每 10股以资本公积金转增 3股。截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公司总股本 437,708,011

股，以此计算本次转增后公司的总股本为 569,020,415 股。 

如在本公告披露之日起至实施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期间，公司总股本发生变动的，拟维持分配总额及

每股转增比例不变，相应调整每股分配比例及转增总额。 如后续总股本发生变化，将另行公告具体调整

情况。该预案尚需提请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方可实施。 

二 公司基本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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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贵研铂业 600459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刚剑 陈国林 

办公地址 云南省昆明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科技路

988号 

云南省昆明市高新技术产业开

发区科技路988号 



电话 0871-68328190 0871-68328190 

电子信箱 stock@ipm.com.cn stock@ipm.com.cn 

2 报告期公司主要业务简介 

1、主要业务 

公司是从事贵金属及贵金属材料研究、开发和生产经营的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也是国内唯一在贵金

属材料领域拥有系列核心技术和完整创新体系、集产学研为一体的上市公司。公司建立了较完整的贵金属

产业链体系，大力发展贵金属新材料制造、贵金属资源循环利用及贵金属供给服务，业务领域涵盖了贵金

属合金材料、化学品、电子浆料、汽车催化剂、工业催化剂、金银及铂族金属二次资源循环利用、贵金属

商务贸易和分析检测，生产各类产品涵盖 390 多个品种、4000 余种规格，产品广泛应用于汽车工业、电子

电气、新能源、石油化工、生物医药、环境保护等行业。 

2、经营模式 

以市场为导向，发挥贵金属新材料、贵金属资源循环利用和贵金属供给服务三大板块相互支撑、协同

发展的综合优势。各环节相互依存，互为补充，为客户提供从贵金属原材料供给到产品制造、商务贸易和

废料回收的一站式服务。同时，产业经营和资本运营相结合，不断延伸和完善贵金属产业链，实现创新发

展，发挥比较优势，形成协同效应。快速提升贵金属研发平台、分析检测平台、信息情报平台及产学研一

体化高端人才培养及聚集平台对产业发展的支撑能力。 

3、行业情况 

公司所处行业为贵金属工业材料制造行业，属国家重点支持的新材料领域。贵金属材料由于其难以替

代的物理和化学性能，是整个工业体系中应用面最广的材料之一。贵金属产业为工业生产所提供的材料品

种有上千种，在工业体系中是最为特殊且不可缺少的一类材料，因而被誉为“现代工业维他命”。 

公司所处行业主要为航空、航天、电子、能源、化工、石油、汽车、生物医药、环保等行业提供产品

及服务，其中：贵金属催化材料广泛应用于石油化工、医药合成、精细化工、硝氨化肥、汽车污染治理等

领域；贵金属化学材料是制作高纯材料、工业催化材料、环境治理材料、表面功能材料等重要的前驱体；

贵金属特种功能材料（如电接触材料、钎焊材料、测温材料、复合材料、催化网材料、精密合金材料、键

合材料、蒸发材料等）广泛应用于电子信息、化工建材、冶金等行业；贵金属信息功能材料（如导体浆、

电阻浆、灌孔浆、多层布线浆等）广泛应用于片式电子元器件、厚膜集成电路、晶体硅太阳能电池、膜片

开关、平板显示器等。高新技术的发展，为贵金属不断开拓了新的应用领域，贵金属材料在相关领域的需

求量越来越大，而被作为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关键材料之一。 

贵金属在全球属于稀缺资源，尤其是铂族金属在我国属于极度匮乏的资源，随着矿产资源不断开发利

用，原矿已日益枯竭，而贵金属二次资源被称为“移动的城市矿山”，其种类繁多，品位较高。发达国家



把贵金属二次资源循环利用作为一个重要的产业关键环节加以布局和支持。随着我国成为贵金属工业应用

的第一大国，贵金属二次资源循环利用在贵金属工业中越来越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稀贵金属作为未来

高科技发展不可或缺的关键元素，战略价值愈加凸显。 

3 公司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3.1 近 3 年的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2020年 2019年 

本年比上年 

增减(%) 
2018年 

总资产 9,570,767,430.58 7,535,681,579.96 27.01 6,001,049,394.33 

营业收入 28,926,477,766.67 21,354,996,597.18 35.46 17,074,041,272.7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 
326,123,108.71 232,258,333.23 40.41 157,144,539.5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 

282,922,013.18 177,390,230.66 59.49 125,214,165.0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资产 
3,427,139,069.36 3,218,359,584.25 6.49 2,075,622,801.89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56,537,649.07 -851,368,571.15   317,773,397.60 

基本每股收益（元／

股） 
0.75 0.56 33.93 0.46 

稀释每股收益（元／

股） 
0.75 0.56 33.93 0.46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

益率（%） 
9.82 7.51 增加2.31个百分点 7.83 

3.2 报告期分季度的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第一季度 

（1-3 月份） 

第二季度 

（4-6 月份） 

第三季度 

（7-9 月份） 

第四季度 

（10-12 月份） 

营业收入 5,066,047,189.33 5,928,716,377.69 8,006,687,092.56 9,925,027,107.0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135,306,135.17 81,961,585.72 72,566,679.63 36,288,708.19 



的净利润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后的净利润 

131,435,058.77 79,979,209.76 71,413,554.18 94,190.47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净额 
437,313,161.42 -84,811,028.41 -219,476,981.90 -76,487,502.04 

 

季度数据与已披露定期报告数据差异说明 

□适用  √不适用  

4 股本及股东情况 

4.1 普通股股东和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数量及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 股 

截止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48,001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末的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49,021 

截止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0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0 

前 10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全称） 

报告

期内

增减 

期末持股数

量 

比例

(%) 

持有有限

售条件的

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东 

性质 
股份 

状态 
数量 

云南省贵金属新材料控股

集团有限公司 

  173,524,449 39.64 0 质押 40,044,104 国有法人 

全国社保基金四一四组合   12,304,264 2.81 0 无 0 未知 

全国社保基金一一六组合   8,079,606 1.85 0 无 0 未知 

曹仁均   3,462,983 0.79 0 无 0 未知 

彭世勇   3,192,269 0.73 0 无 0 未知 

马洁   3,187,500 0.73 0 无 0 未知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2,408,997 0.55 0 无 0 未知 

乔祥胜   2,330,000 0.53 0 无 0 未知 



杨洪   1,891,207 0.43 0 无 0 未知 

吴昊   1,800,000 0.41 0 无 0 未知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

说明 

公司未知上述股东是否属于《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中规定的一致

行动人，也未知上述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

数量的说明 

无 

4.2 公司与控股股东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的方框图 

√适用  □不适用  

 

 

4.3 公司与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的方框图 

√适用  □不适用  

 

4.4 报告期末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 10 名股东情况 

□适用 √不适用  

5 公司债券情况 

□适用 √不适用  

三 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1 报告期内主要经营情况 



本报告期，新冠肺炎疫情对全球经济产生了极大影响，也对中国经济发展带来新的挑战，与公司产品市场

相关的行业领域均不同程度受到本次疫情的影响。在严峻复杂的经济形势和新冠疫情的严重冲击下，公司

坚定贵金属产业方向，深耕贵金属新材料制造、资源循环利用及贵金属供给服务三大核心业务板块。对外

创新经营模式、加大市场开拓力度、持续优化客户结构，对内降本增效、持续提升工艺技术及装备水平，

生产经营规模持续扩大，主要产品销量稳步提升，主营业务收入稳步增长，盈利能力不断增强，主营业务

利润增加，主要是贵金属二次资源循环利用及贵金属前驱体材料等主营业务利润同比增长较大。2020年，

公司累计实现营业收入 28,926,477,766.67 元，比去年同期的 21,354,996,597.18元增加 35.46%；利润总

额 412,967,261.55 元，比去年同期的 303,715,998.55 元增加 35.97%；实现净利润 363,989,024.03 元，

比去年同期的 259,942,797.53元增加 40.03%；归属于母公司的净利润 326,123,108.71元，比去年同期的

232,258,333.23元增加 40.41%。 

2 导致暂停上市的原因 

□适用  √不适用  

3 面临终止上市的情况和原因 

□适用  √不适用  

4 公司对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变更原因及影响的分析说明 

√适用  □不适用  

具体详见本报告第十一节“五、44 重要会计政策和会计估计的变更”。 

5 公司对重大会计差错更正原因及影响的分析说明 

□适用  √不适用  

6 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对财务报表合并范围发生变化的，公司应当作出具体说明。 

√适用 □不适用  

本公司合并财务报表范围包括昆明贵研催化剂有限责任公司、贵研资源（易门）有限公司、贵研金属

（上海）有限公司等 13 家公司。与上年相比，本年因出资设立增加子公司贵研化学材料（云南）有限公

司 1家。 

 

 

                                                         董事长：郭俊梅 

                                                        贵研铂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批准报送日期：2021年 4月 13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