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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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负责人郑高清、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余彤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艾富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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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3,016,773,384 140,881,552,897 8.61 

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净资产 

61,394,058,665 59,910,393,466 2.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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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86,713,597 

 

457,966,532 -49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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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2,036,174,286 56,206,439,242 81.54 

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净利润 

859,445,869 160,258,204 436.29 

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

润 

1,273,711,972 -474,076,249 368.67 

加权平均净资产

收益率（%） 

1.42 0.32 增加 1.10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

（元/股） 

0.25 0.05 436.29 

稀释每股收益

（元/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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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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明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 217,574  

越权审批，或无正式批准文件，或

偶发性的税收返还、减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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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738,549  

计入当期损益的对非金融企业收取

的资金占用费 

  

企业取得子公司、联营企业及合营

企业的投资成本小于取得投资时应

享有被投资单位可辨认净资产公允

价值产生的收益 

  

非货币性资产交换损益   

委托他人投资或管理资产的损益   

因不可抗力因素，如遭受自然灾害

而计提的各项资产减值准备 

  

债务重组损益   

企业重组费用，如安置职工的支出、

整合费用等 

  

交易价格显失公允的交易产生的超

过公允价值部分的损益 

  

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产生的子公司

期初至合并日的当期净损益 

  

与公司正常经营业务无关的或有事

项产生的损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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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62,625,189  

单独进行减值测试的应收款项、合

同资产减值准备转回 

   

对外委托贷款取得的损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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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用公允价值模式进行后续计量的

投资性房地产公允价值变动产生的

损益 

  

根据税收、会计等法律、法规的要

求对当期损益进行一次性调整对当

期损益的影响 

  

受托经营取得的托管费收入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

和支出 

-10,799,184  

其他符合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的损益

项目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186,571,086  

所得税影响额 153,631,060  

合计 -414,266,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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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1,9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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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西铜业集团有限

公司 
1,464,378,410 42.29 0 无 0 

国有法

人 

香港中央结算代理

人有限公司 
1,075,308,922 31.05 0 未知  未知 

中国证券金融股份

有限公司 
103,719,909 3.00 0 无 0 未知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

有限责任公司 
31,843,800 0.92 0 无 0 未知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

公司 
31,326,004 0.90 0 无 0 未知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南方中

证申万有色金属交

易型开放式指数证

券投资基金 

7,251,652 0.21 0 无 0 
国有法

人 

杨卫宇 5,056,251 0.15 0 无 0 未知 

洪文晖 4,204,730 0.12 0 无 0 未知 

刘丁 4,170,451 0.12 0 无 0 未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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熊银河 3,000,000 0.09 0 无 0 未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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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西铜业集团有限公司 

 
1,464,378,410 

人民币普通股 1,155,921,410 

境外上市外资股 308,457,000 

香港中央结算代理人有限公司 1,075,308,922 境外上市外资股 1,075,308,922 

中国证券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103,719,909 人民币普通股 103,719,909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31,843,800 人民币普通股 31,843,800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31,326,004 人民币普通股 31,326,004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方中证

申万有色金属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

资基金 

7,251,652 人民币普通股 7,251,652 

杨卫宇 5,056,251 人民币普通股 5,056,251 

洪文晖 4,204,730 人民币普通股 4,204,730 

刘丁 4,170,451 人民币普通股 4,170,451 

熊银河 3,0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3,000,0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无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的

说明 

无 

注： 

1、香港中央结算代理人有限公司（中央结算）以代理人身份代表多个客户共持有发行人

1,075,308,922 股 H股，占公司已发行股本约 31.05%。中央结算是中央结算及交收系统成员，为

客户进行登记及托管业务。 

2、江铜集团所持 308,457,000 股 H股股份亦在中央结算登记。上表特将江铜集团所持 H股股份从

中央结算所代理股份中单独列出。若将江铜集团所持 H 股股份包含在内，中央结算实际所代理股

份合计为 1,383,765,922股，占公司已发行股本约 39.96%。 

3、报告期内，控股股东江铜集团开展融券业务，上表中江铜集团持股数为扣除融出的 49,557,700

股 A 股后的数量，若将融出证券数量包括在内，江铜集团实际持有 1,513,936,110 股，占已发行

股本约 43.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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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上年同期相比增减变动超过30%的主要合并资产负债表项目变动情况及原因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期末余额 年初余额 本期与期初相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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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1、报告期末本集团衍生金融资产为人民币期末64,480万元，比上年期末增加人民币19,329万元

（或42.81%），主要是期货业务浮动盈亏所致。 

注 2、报告期末本集团预付账款为人民币 277,048 万元，比上年期末增加人民币 156,895万元（或

130.58%），主要是预付原材料及商品贸易采购款增加所致。 

注 3、报告期末本集团交易性金融负债为人民币 26,511 万元，比上年期末增加人民币 26,511 万

元（或 100%），主要是恒邦黄金租赁业务增加所致 

注 4、报告期末本集团衍生金融负债为人民币为 29,507 万元，比上年期末减少人民币 73,633 万

元（或-71.39%），主要是期货业务浮动盈亏所致。 

注 5、报告期末本集团应付职工薪酬为人民币为 87,335 万元，比上年期末减少人民币 41,052 万

元（或-31.97%），主要是 2020年年终奖在 2021年发放所致。 

注 6、报告期末本集团其他流动负债为人民币为 539,311 万元，比上年期末增加人民币 233,454

万元（或 76.33%），主要是财务公司吸收股份外单位存款增加所致。 

 

3.1.2与上年同期相比增减变动超过30%的主要合并利润表项目变动情况及原因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2021年 1—3月 2020 年 1—3 月 
本期与上年同期相比   

增减额 增减幅度 情况说明 

营业收入 102,036,174,286 56,206,439,242 45,829,735,044 81.54% 注 1 

营业成本 98,392,790,979 55,176,067,938 43,216,723,041 78.33% 注 2 

税金及附加 228,979,207 147,273,612 81,705,595 55.48% 注 3 

管理费用 510,746,752 387,338,939 123,407,813 31.86% 注 4 

投资收益 -1,126,001,272 1,303,000,173 -2,429,001,445 -186.42% 注 5 

公允价值变动

收益 
22,261,319 -281,984,043 304,245,362 107.89% 注 6 

信用减值损失 -5,402,524 -88,274,398 82,871,874 93.88% 注 7 

资产减值损失 155,340,179 822,592,034 -667,251,855 -81.12% 注 8 

营业外收入 14,353,915 26,685,087 -12,331,172 -46.21% 注 9 

营业外支出 23,381,429 4,139,793 19,241,636 464.80% 注 10 

 

注1、营业收入变动原因说明:主要是主产品价格及销量变动所致； 

注2、营业成本变动原因说明:主要是主产品价格及销量变动所致； 

注3、税金及附加变动原因说明:主要是资源税法实施导致本期资源税增加所致； 

注4、管理费用变动原因说明:主要是折旧摊销增加所致； 

注5、投资收益变动原因说明:主要是商品期货合约平仓所致； 

增减额 增减幅度 
情况说

明 

衍生金融资产 644,799,509 451,513,423 193,286,086    42.81% 注 1 

预付款项 2,770,484,488 1,201,532,623 1,568,951,865    130.58% 注 2 

交易性金融负债 265,109,520 0 265,109,520    100.00% 注 3 

衍生金融负债 295,071,427 1,031,398,580 -736,327,153    -71.39% 注 4 

应付职工薪酬 873,354,479 1,283,870,039 -410,515,560  -31.97% 注 5 

其他流动负债 5,393,106,501 3,058,563,443 2,334,543,058    76.33% 注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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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6、公允价值变动损益变动原因说明:主要是商品期货合约公允价值变动所致； 

注7、信用减值损失变动原因说明:主要是去年同期应收账款项下保全资产股价上升，减值转回，

今年同比无重大变化所致； 

注8、资产减值损失变动原因说明:主要是计提资产减值损失减少所致； 

注9、营业外收入变动原因说明:主要是本期非经常性收益减少所致； 

注10、营业外支出变动原因说明:主要是本期非经常性支出增加所致。 

 

3.1.3与上年同期相比增减变动超过30%的主要合并现金流量表项目变动情况及原因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2021 年 1—3月 2020 年 1—3月 

本期与上年同期相比   

增减额 增减幅度 
情况

说明 

经营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量净额 
-1,786,713,597 457,966,532 -2,244,680,129 -490.14% 注 1 

投资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量净额 
-2,289,321,811 -1,488,644,248 -800,677,563 -53.79% 注 2 

筹资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量净额 
6,934,437,339 3,370,588,084 3,563,849,255 105.73% 注 3 

注 1、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变动原因说明:主要是存货增加所致； 

注 2、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变动原因说明:主要投资增加所致； 

注 3、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变动原因说明:主要是借款增加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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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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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西铜业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郑高清 

日期 2021年 4月 28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