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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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公司第一季度报告未经审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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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672,605,512.51 7,215,822,332.49 -7.5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资产 
3,631,586,970.85 4,087,808,097.90 -11.16 

 年初至报告期末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比上年同期增减(%)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净额 
23,732,183.07 412,328,162.53 -94.24 

 年初至报告期末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比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 
763,238,781.24 1,219,977,644.25 -37.4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 
168,671,228.27 8,570,685.42 1,868.0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

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168,396,360.42 1,908,675.63 8,722.68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4.37 0.27 增加 4.10 个百分点 



赤峰黄金                                                                      2021 年第一季度报告 

3 / 10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0 0.01 900.00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0 0.01 9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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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 -21,022.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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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8,568.57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110,870.42 

其他符合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的损益项目 44,582.03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9,069.95 

所得税影响额 -39,061.02 

合计 274,867.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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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6,6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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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0,763,548 16.27 74,375,000 质押 100,260,000 境内自然人 

王建华 98,170,771 5.90 0 质押 82,500,000 境内自然人 

嘉兴凯铖投资合伙企业（有限

合伙） 
89,644,463 5.39 0 无 0 其他 

全国社保基金一一八组合 78,153,208 4.70 0 无 0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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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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000,000 其他 

赤峰吉隆黄金矿业股份有限公

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 
39,947,732 2.40 0 无 0 其他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23,403,441 1.41 0 无 0 未知 

内蒙古金融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19,871,961 1.19 0 无 0 国有法人 

谭雄玉 14,946,094 0.90 0 无 0 境内自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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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816,115 0.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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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6,388,548 人民币普通股 196,388,548 

王建华 98,170,771 人民币普通股 98,170,771 

嘉兴凯铖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89,644,463 人民币普通股 89,644,463 

全国社保基金一一八组合 78,153,208 人民币普通股 78,153,208 

赤峰吉隆黄金矿业股份有限公司回购专用证

券账户 
39,947,732 人民币普通股 39,947,732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23,403,441 人民币普通股 23,403,441 

内蒙古金融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19,871,961 人民币普通股 19,871,961 

谭雄玉 14,946,094 人民币普通股 14,946,0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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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816,115 人民币普通股 10,816,115 

基本养老保险基金三零九组合 10,416,177 人民币普通股 10,416,177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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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建华与嘉兴凯铖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为一致

行动人；公司未知其他股东是否存在一致行动或关联关系。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的说明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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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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1 报告期发生重大变化的资产负债表项目及变动原因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期末余额 年初余额 变动比例 

货币资金 1,386,431,332.89 2,131,380,095.34 -34.95% 

交易性金融资产 
 

1,783,040.00 -100.00% 

预付账款 77,622,292.95 40,532,806.56 91.50% 

其他应收款 347,117,822.84 614,923,058.67 -43.55% 

存货 1,033,925,728.00 771,785,518.26 33.97% 

在建工程 372,920,924.35 250,033,461.45 49.15% 

递延所得税资产 26,240,371.81 45,381,900.96 -42.18% 

短期借款 15,020,041.66 165,020,041.67 -90.90% 

应付职工薪酬 62,291,180.52 109,717,131.74 -43.23% 

应交税费 102,994,756.90 155,232,188.61 -33.65% 

合同负债 2,471,081.06 1,422,375.68 73.73% 

其他流动负债 166,179.93 55,982.56 196.84% 

长期借款 
 

26,099,600.00 -100.00% 

递延所得税负债 2,074,130.00 1,485,050.00 39.67% 

变动原因说明： 

（1） 货币资金期末较期初减少，主要系本期公司以自有资金回购股票及日常经营支出所致； 

（2） 交易性金融资产期末较期初减少，主要系本期全资子公司赤峰吉隆矿业有限责任公司（简

称“吉隆矿业”）黄金租赁套期保值业务因黄金价格下跌由浮盈转浮亏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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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预付账款期末较期初增加，主要系本期控股子公司万象矿业有限公司（Lane Xang Minerals 

Limited，简称“LXML”）采购原材料预付款项所致； 

（4） 其他应收款期末较期初减少，主要系本期收回郴州雄风环保科技有限公司（简称“雄风环

保”）股权转让尾款所致； 

（5） 存货期末较期初增加，主要系本期控股子公司 LXML 生产耗材、维修备件及黄金产成品、

半成品等增加所致； 

（6） 在建工程期末较期初增加，主要系本期控股子公司 LXML 金矿项目扩建投入所致； 

（7） 递延所得税资产期末较期初减少，主要系本期控股子公司 LXML 按季度调整固定资产折旧

税会差异所致； 

（8） 短期借款期末较期初减少，主要系本期偿还银行借款所致； 

（9） 应付职工薪酬期末较期初减少，主要系本期支付员工绩效、奖金等所致； 

（10） 应交税费期末较期初减少，主要系本期支付所得税等各项税费所致； 

（11） 合同负债、其他流动负债期末较期初增加，主要系本期控股子公司安徽广源科技发展有限

公司（简称“广源科技”）预收货款所致； 

（12） 长期借款期末较期初减少，主要系本期控股子公司 LXML 长期借款重分类至“一年内到

期的非流动负债”所致； 

（13） 递延所得税负债期末较期初增加，主要系本期全资子公司吉隆矿业套期保值业务浮亏产生

应纳税暂时性差异所致。 

3.1.2 报告期发生重大变化的利润表项目及变动原因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本期金额 上期金额 变动比例 

营业收入 763,238,781.24 1,219,977,644.25 -37.44% 

营业成本 421,007,864.35 917,741,764.36 -54.13% 

税金及附加 32,922,357.20 48,620,313.39 -32.29% 

销售费用 2,232,549.47 8,416,465.97 -73.47% 

管理费用 40,163,235.66 101,706,884.62 -60.51% 

研发费用 2,787,951.53 4,197,039.69 -33.57% 

财务费用 5,652,394.07 63,661,721.39 -91.12% 

其他收益 247,550.95 6,348,233.59 -96.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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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动原因说明： 

（1） 营业收入、营业成本本期较上期减少，主要系雄风环保本年不再纳入合并及控股子公司

LXML 转向主要生产黄金，本期电解铜产销量下降所致； 

（2） 税金及附加、销售费用本期较上期减少，主要系本期控股子公司 LXML 电解铜产销量下降，

对应资源税及销售费用减少所致； 

（3） 管理费用本期较上期减少，主要系本期控股子公司 LXML 按经营活动实质将部分费用重分

类至生产成本所致； 

（4） 研发费用本期较上期减少，主要系本期雄风环保不再纳入合并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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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元升值使得美元借款产生浮动汇兑损失减少所致； 

（6） 其他收益本期较上期减少，主要系本期雄风环保不再纳入合并及上期瀚丰矿业收到政府补

贴所致； 

（7） 投资收益本期较上期增加，主要系上期产生投资损失的雄风环保不再纳入合并所致； 

（8） 公允价值变动收益本期较上期减少，主要系本期全资子公司吉隆矿业黄金租赁套期保值业

务浮亏所致； 

（9） 资产减值损失、信用减值损失本期较上期减少，主要系本期雄风环保不再纳入合并所致； 

（10） 资产处置收益本期较上期减少，主要系上期全资子公司吉隆矿业处置办公楼所致； 

（11） 营业外支出本期较上期减少，主要系上期全资子公司辽宁五龙黄金矿业有限责任公司（简

称“五龙矿业”）疫情捐赠支出所致。 

3.1.3 报告期发生重大变化的现金流量表项目及变动原因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本期金额 上期金额 变动比例 

销售商品、提供劳务收到的现金 764,685,890.53 1,401,191,219.93 -45.43% 

投资收益（损失以“-”号填列） 
 

-193,575.74 -100.00% 

公允价值变动收益（损失以“-”号填列） -2,013,880.00 2,156,390.00 -193.39% 

资产减值损失（损失以“-”号填列） -1,238,691.31 -5,403,386.70 -77.08% 

信用减值损失（损失以“-”号填列） 135,867.22 6,458,393.55 -97.90% 

资产处置收益（损失以“-”号填列） -21,022.20 7,539,501.81 -100.28% 

营业外支出 125,228.43 876,617.21 -85.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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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到的税费返还   4,261,073.00 -100.00% 

收到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57,981,163.28 189,993,352.91 -69.48% 

购买商品、接受劳务支付的现金 427,946,161.35 887,591,343.33 -51.79% 

支付的各项税费 148,173,015.69 83,298,691.45 77.88% 

收回投资收到的现金  3,000,000.00 100.00% 

取得投资收益收到的现金   12,291.28 -100.00% 

处置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

期资产收回的现金净额 
9,102.00 7,000,000.00 -99.87% 

处置子公司及其他营业单位收到

的现金净额 
288,783,036.40  不适用 

收到其他与投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860,000,000.00  不适用 

吸收投资收到的现金   510,000,000.00 -100.00% 

取得借款收到的现金 
 

202,312,500.00 -100.00% 

收到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19,790,230.00 228,720,000.00 -91.35% 

偿还债务支付的现金 156,499,400.00 914,664,948.10 -82.89% 

分配股利、利润或偿付利息支付的

现金 
870,471.95 51,529,686.80 -98.31% 

支付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638,426,128.79 373,894,053.33 70.75% 

变动原因说明： 

（1）收到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本期较上期减少，主要系本期雄风环保不再纳入合并所致； 

（2）支付的各项税费本期较上期增加，主要系本期缴纳所得税等各项税费较多所致； 

（3）收回投资收到的现金及取得投资收益收到的现金本期较上期减少，主要系上期控股子公司广

源科技收回理财款项及理财收益所致；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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减少，主要系上期全资

子公司吉隆矿业出售办公楼所致；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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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系本期收回雄风环保股权

转让尾款所致； 

（6）收到其他与投资活动有关的现金本期较上期增加，主要系本期公司封闭式结构性存款到期所

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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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吸收投资收到的现金本期较上期减少，主要系上期收到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所致； 

（8）取得借款收到的现金本期较上期减少，主要系上期控股子公司 LXML 办理短期借款所致； 

（9）收到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的现金本期较上期减少，主要系本期雄风环保不再纳入合并及上期

全资子公司五龙矿业办理黄金租赁所致； 

（10）偿还债务支付的现金本期较上期减少，主要系公司上期提前兑付 2017 年发行的公司债及偿

还内蒙古金融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名股实债借款所致； 

（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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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幅下降使

得利息支付减少所致； 

（12）支付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的现金本期较上期增加，主要系本期公司以自有资金回购股票所

致； 

（13）表中其他各项变动，主要系本期雄风环保不再纳入合并所致。 

3.1.4 产销量情况表 

主要产品 单位 生产量 销售量 

单位销售

成本 

生产量比上年同

期增减（%） 

销售量比上年

同期增减（%） 

单位销售成本比上

年同期增减（%） 

矿产金 克、元/克 2,210,668.72 1,732,986.09 214.90 457.38% 310.91% 50.07% 

电解铜 吨、元/吨 758.68 587.68 34,407.31 -95.54% -96.54% 3.86% 

铜精粉 吨、元/吨 501.94   84.72%   

铅精粉 吨、元/吨 818.49 188.72 3,396.62  78.51% -60.43% 5.29% 

锌精粉 吨、元/吨 4,051.98 3,626.61 3,298.45  135.70% 396.29% -17.80% 

注：本期矿产金产销量同比上升、电解铜产销量下降，主要系控股子公司 LXML 自 2020 年

下半年起转向主要生产黄金所致；矿产金单位销售成本同比上升，主要系 LXML 金矿生产处于投

产初期工艺优化阶段，其黄金单位生产成本相对较高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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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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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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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赤峰吉隆黄金矿业股份有限公司第

一期员工持股计划》及其摘要等议案。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0年9月28日、2020年9

月29日和2020年10月14日披露的公司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相关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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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公司尚未与资产管理机构就有关事项订立合同、设立信托计划并根据第一

期员工持股计划安排通过二级市场完成股票的购买，公司正积极与相关中介机构协商

本次员工持股计划具体实施方案。同时，公司于2021年1月18日召开的第七届董事会

第三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的方案》，公司

拟使用自有资金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已发行上市的部分人民币普通股（A

股）股票，用于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计划。截至2021年3月31日，公司已累计回

购股份39,947,732股，占公司总股本的2.40%。因此，公司将在综合考虑外部因素及公

司实际情况后，对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进行修订。 

2. 公司于2021年4月19日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三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终止收购Mensin Bibiani Pty Ltd 100%股权的议案》，公司决定终止于2020年12月15日

与交易各方签署的《股份转让协议》。目前，全资子公司赤金国际（香港）有限公司

（简称“赤金香港”）已收到Resolute Mining Limited（简称“RML”或“卖方”）退

还的全部预付款本金544.50万美元；公司及赤金香港将根据《股份转让协议》的约定

积极督促RML退还预付款在卖方账户内产生的相应利息。另外，公司及赤金香港仍将

保留所享有的所有权利，包括但不限于就卖方任何违约行为要求赔偿等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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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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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 年 4 月 2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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