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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重要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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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次季报的董事会会议。 

公司负责人朱胜利、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黄锦亮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

管人员)周阳声明：保证季度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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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公司基本情况 

一、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元） 173,720,914.08 140,809,175.41 23.3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7,487,957.93 -43,257,761.46 117.3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的净利润（元） 
11,500,542.58 -41,297,048.92 127.85%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137,707,042.50 -160,850,380.61 14.39%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109 -0.0627 117.31%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109 -0.0627 117.31%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0.33% -1.94% 2.27%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减 

总资产（元） 4,917,448,957.52 4,642,922,619.29 5.9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2,236,100,116.82 2,224,094,005.11 0.54%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项目 年初至报告期期末金额 说明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与企业业务密切相关，按照国家统

一标准定额或定量享受的政府补助除外） 
1,625,642.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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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536,705.18 

主要是报告期内公司持有的交易

性金融资产公允价值变动以及持

有的其他非流动金融资产部分退

出产生投资收益的综合影响。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352,337.02  

减：所得税影响额 342,540.18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406,644.73  

合计 -4,012,584.65 -- 

对公司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 1 号——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界定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以及把《公

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 1 号——非经常性损益》中列举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的项目，应

说明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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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将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 1 号——非经常性损益》定义、列举的非经常性损益

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的项目的情形。 

二、报告期末股东总数及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1、普通股股东总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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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37,116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

股股东总数（如有） 
0 

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

件的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甘肃盛达集团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31.30% 215,939,596 43,680,140 质押 211,784,820 

赵满堂 境内自然人 5.25% 36,189,200  质押 12,370,000 

三河华冠资源技术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4.14% 28,585,723 10,005,004   

赵庆 境内自然人 2.79% 19,270,650 14,452,987 质押 11,550,790 

赤峰红烨投资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2.31% 15,926,096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银华内需精选混合型证券

投资基金（LOF） 

其他 2.30% 15,900,000    

天津祥龙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1.99% 13,700,000 13,700,000 冻结 13,700,000 

赣州希桥置业发展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1.96% 13,526,500 13,526,500 冻结 13,526,500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银华同力精选混合型证券

投资基金 

其他 1.88% 13,000,000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工

银瑞信双利债券型证券投资

基金 

其他 1.01% 7,000,064    

前 10 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股份数量 
股份种类 

股份种类 数量 

甘肃盛达集团有限公司 172,259,456 人民币普通股 172,259,456 

赵满堂 36,189,200 人民币普通股 36,189,200 

三河华冠资源技术有限公司 18,580,719 人民币普通股 18,580,719 

赤峰红烨投资有限公司 15,926,096 人民币普通股 15,926,096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银华内需精选 15,9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15,9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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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LOF）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银华同力精选

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13,0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13,000,000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工银瑞信双利债券

型证券投资基金 
7,000,064 人民币普通股 7,000,0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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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526,681 人民币普通股 5,526,681 

基本养老保险基金八零一组合 5,5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5,500,000 

赵庆 4,817,663 人民币普通股 4,817,663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股东赵满堂系上市公司及其控股股东甘肃盛达集团有限公司、股东三河华冠

资源技术有限公司的实际控制人，与股东赵庆系父子关系；上述股东中甘肃

盛达集团有限公司、赵满堂、三河华冠资源技术有限公司、赵庆为一致行动

人。除上述情况外，公司未知其他前 10 名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属

于《上市公司股东持股变动信息披露管理办法》中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公司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前 10 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在报告期内是否进行约定购回交易 

□ 是 √ 否  

公司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前 10 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在报告期内未进行约定购回交易。 

2、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 10 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 适用 √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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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重要事项 

一、报告期主要财务数据、财务指标发生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资产负债表项目 2021年3月31日 2020年12月31日 变动比例 变动原因 

货币资金 56,325,889.21 784,773,037.11 -92.82% 
主要系支付收购贵州猪拱塘铅锌矿6亿元定金以及支

付2020年末应交税费所致。 

应收票据 14,000,000.00 550,000.00 2445.45% 系本期收到商业承兑汇票所致。 

应收账款 51,170,603.39 25,320,912.60 102.09% 
2020年末应收账款已经收回，报告期末对长期合作大

客户新增应收账款所致。 

预付款项 89,641,255.80 20,079,495.96 346.43% 主要系贸易公司年初预付订货款增加所致。 

其他应收款 618,014,084.18 7,325,767.55 8336.17% 主要系支付收购贵州猪拱塘铅锌矿6亿元定金所致。 

其他流动资产 23,299,334.14 7,575,163.42 207.58% 
系本期将金业环保纳入合并范围待抵扣进项税增加

所致。 

长期股权投资 160,361,666.25 342,071,835.77 -53.12% 系本期将金业环保纳入合并范围所致。 

其他非流动资产 142,825,231.39 74,750,392.28 91.07% 
系本期将金业环保纳入合并范围工程设备款增加以

及矿山工程设备款增加所致。 

合同负债 126,805,511.66 54,406,886.27 133.07% 系本期预收货款增加所致。 

应交税费 29,346,375.27 166,332,339.04 -82.36% 系本期缴纳2020年末应交税费所致。 

其他应付款 191,283,179.22 121,452,240.50 57.50% 
主要系本期将金业环保纳入合并范围增加以及收购

金业环保的股权尾款。 

其他流动负债 10,131,002.56 5,050,555.94 100.59% 系合同负债中待转销项税增加所致。 

递延所得税负债 23,200,981.41 6,630,038.63 249.94% 主要系本期收购金业环保资产评估增值所致。 

利润表项目 2021年第一季度 2020年第一季度 变动比例 变动原因 

营业收入 173,720,914.08 140,809,175.41 23.37% 
公司主动降低了低毛利率的贸易收入，本期收入的增

长主要来自于采选收入。 

营业成本 80,861,525.69 136,647,728.70 -40.82% 
主要系本期公司主动降低了低毛利率的贸易收入，高

毛利率的采选收入增幅较大所致。 

税金及附加 10,677,820.30 2,133,434.87 400.50% 
本期的收入主要为采选收入，采选收入增长导致相应

的资源税增加所致。 

销售费用 602,370.65 412,523.25 46.02% 系本期将金业环保纳入合并范围所致。 

管理费用 41,872,926.21 30,680,282.86 36.48% 
系本期将金业环保纳入合并范围及子公司厂区新建

道路摊销所致。 

财务费用 25,525,409.96 15,305,135.31 66.78% 主要系银行借款增加所致。 

其他收益 1,942,265.06 267,147.44 627.04% 主要系本期收到的政府补助增加所致。 

公允价值变动收益 -3,507,471.44 -2,090,343.15 -67.79% 系交易性金融资产公允价值下降所致。 

信用减值损失 -74,936.89 84,874.12 -188.29% 系按预期信用损失计提坏账准备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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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得税费用 8,383,776.33 536,269.96 1463.35% 系本期利润总额增加所致。 

现金流量表项目 2021年第一季度 2020年第一季度 变动比例 变动原因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净额 
-671,505,880.90 -82,896,505.36 -710.05% 主要系支付收购贵州猪拱塘铅锌矿定金所致。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净额 
80,765,875.50 -18,064,629.17 547.09% 主要系本期新增银行借款所致。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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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要事项概述 披露日期 临时报告披露网站查询索引 

经公司 2020 年 12 月 23 日召开的九届二十六次董事会审议通

过，同意公司进一步收购湖南金业环保科技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金业环保”）9.12%股权。2021 年 1 月 5 日，金业环保在

永兴县市场监督管理局完成股东变更、章程及董事、监事变

更的工商备案手续。本次工商变更登记完成后，公司持有金

业环保 58.12%的股权，金业环保成为公司控股子公司，根据

《企业会计准则》的相关规定，金业环保纳入公司财务报表

合并范围。 

2021 年 01 月 08 日 

巨潮资讯网上披露的《盛达金属资源股

份有限公司关于股权收购进展暨完成工

商变更登记的公告》 

2021 年 2 月 18 日，公司启动重大资产重组程序，拟向交易对

方董赢、柏光辉发行股份购买其合计持有的贵州鼎盛鑫矿业

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贵州鼎盛鑫”）72.50%股权，其中

分别向董赢、柏光辉发行股份购买贵州鼎盛鑫 36.25% 股权。

贵州鼎盛鑫核心资产为其持有的赫章鼎盛鑫矿业发展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赫章鼎盛鑫”）80%股权，赫章鼎盛鑫核心资产

为其拥有的猪拱塘铅锌矿采矿权。本次交易完成后，公司将

通过贵州鼎盛鑫间接控制赫章鼎盛鑫 80% 股权，进而间接

享有赫章鼎盛鑫 58%的股东权益。同时，公司拟向盛达集团、

四川金都矿业技术开发有限公司、赵满堂或其控制的其他关

联方以非公开发行股份的方式募集配套资金不超过 150,000 

万元。截至报告期末，公司及有关各方正在积极推进本次重

组的各项工作，本次重组涉及的尽职调查、审计、评估等工

作正在有序推进。待上述相关工作完成后，公司将再次召开

董事会审议本次重组的正式方案，并由董事会召集股东大会

审议本次重组的正式方案。 

2021 年 02 月 18 日 

巨潮资讯网上披露的《盛达金属资源股

份有限公司关于筹划发行股份购买资产

事项的停牌进展公告》 

2021 年 03 月 02 日 

巨潮资讯网上披露的《盛达金属资源股

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

套资金暨关联交易预案》 

2021 年 03 月 02 日 

巨潮资讯网上披露的《盛达金属资源股

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股票复牌的提示性

公告》 

2021 年 03 月 16 日 

巨潮资讯网上披露的《盛达金属资源股

份有限公司关于深圳证券交易所重组问

询函的回复公告》 

2021 年 03 月 16 日 

巨潮资讯网上披露的《盛达金属资源股

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

套资金暨关联交易预案（修订稿）》 

2021 年 04 月 02 日 

巨潮资讯网上披露的《盛达金属资源股

份有限公司关于披露重大资产重组预案

后的进展公告》 

股份回购的实施进展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采用集中竞价方式减持回购股份的实施进展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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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公司实际控制人、股东、关联方、收购人以及公司等承诺相关方在报告期内超期未履行

完毕的承诺事项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公司实际控制人、股东、关联方、收购人以及公司等承诺相关方在报告期内超期未履行完毕的承诺事项。 

四、金融资产投资 

1、证券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证券 

品种 

证券 

代码 

证券 

简称 

最初投

资成本 

会计计

量模式 

期初账

面价值 

本期公

允价值

变动损

益 

计入权益

的累计公

允价值变

动 

本期购

买金额 

本期出

售金额 

报告期

损益 

期末账

面价值 

会计核

算科目 

资金 

来源 

境内外

股票 
300334 

津膜

科技 

27,720,0

00.00 

公 允 价

值计量 

14,481,3

42.48 

-3,507,4

71.44 

-16,746,1

28.96 
0.00 0.00 

-3,507,4

71.44 

10,973,8

71.04 

交 易 性

金 融 资

产 

自 有

资金 

合计 
27,720,0

00.00 
-- 

14,481,3

42.48 

-3,507,4

71.44 

-16,746,1

28.96 
0.00 0.00 

-3,507,4

71.44 

10,973,8

71.04 
-- -- 

证券投资审批董事会

公告披露日期 
2016 年 09 月 24 日 

证券投资审批股东会

公告披露日期（如有) 
无 

2、衍生品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万元 

衍生品投

资操作方

名称 

关联 

关系 

是 否

关 联

交易 

衍 生 品

投 资 类

型 

衍生品投

资初始投

资金额 

起始 

日期 

终止 

日期 

期 初

投 资

金额 

报告期内

购入金额 

报 告

期 内

售 出

金额 

计 提 减

值 准 备

金额（如

有） 

期 末 投

资金额 

期末投

资金额

占公司

报告期

末净资

产比例 

报告期

实际损

益金额 

上海期货

交易所 
否 否 

白 银 期

货 
2,913.57 

2021 年

01 月 09

日 

2021 年

03 月 31

日 

0 2,913.57 0 0 2,493.32 0.00% 0 

合计 2,913.57 -- -- 0 2,913.57 0 0 2,493.32 0.00% 0 

衍生品投资资金来源 自有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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涉诉情况（如适用） 不适用 

衍生品投资审批董事会公告披露

日期（如有) 
2021 年 01 月 09 日 

衍生品投资审批股东会公告披露

日期（如有) 
无 

报告期衍生品持仓的风险分析及

控制措施说明（包括但不限于市

场风险、流动性风险、信用风险、

操作风险、法律风险等） 

风险分析： 

（1）市场风险：期货市场行情变化较快，可能会发生期货价格与现货价格走势背离或市

场大幅波动等风险。极端行情下，期货价格若频繁的触及涨跌停板，期货交易失去连续

性，根据《上海期货交易所风险控制管理办法》规定，当某一期货合约连续 5 个交易日

出现同方向单边市的，交易所可以宣布为异常情况，并按照相关规定采取强制减仓措施

的，将强制减仓基准日闭市时以涨跌停板价申报的未成交平仓报单，以强制减仓基准日

的涨跌停板价，与该合约净持仓盈利客户按持仓比例自动撮合成交。因市场极端波动而

被交易所强制减仓，将导致公司部分期货头寸提前了结，对应的原有被套保的部分基础

资产将失去套保效用，重新面对现货市场价格波动风险。 

（2）流动性风险：主要包括两方面：1）市场流动性风险。由于市场交易不活跃或市场

中断，无法按现行市价价格或与之相近的价格平仓所产生的风险；2）现金流动性风险。

期货套期保值交易采取保证金制度及逐日盯市制度，存在因投入过大造成资金流动性风

险及因保证金不足、追加不及时被强平的风险。 

（3）信用风险：由于交易对手不履行合约而导致的风险。 

（4）技术风险：由于无法控制或不可预测的系统、网络、通讯故障等造成交易系统非正

常运行，使交易指令出现延迟、中断或数据错误等问题，从而带来相应风险。 

（5）操作风险：因内部控制不当等原因，导致操作不当而产生的意外损失。 

（6）法律风险：公司开展期货业务交易时，存在交易人员未能充分理解交易合同条款和

产品信息，导致经营活动不符合法律规定或者外部法律事件而造成的风险。 

风险控制措施： 

（1）将套期保值业务与公司生产经营相匹配，最大程度对冲有色金属原材料和产品价格

波动风险。公司的期货套期保值业务只限于在上海期货交易所交易的且与公司生产经营

相关的银、铅、锌等有色金属期货合约，不进行以逐利为目的的任何投机交易。公司将

严格控制期货价格波动风险，在套期保值过程中设立止损线。 

（2）公司将合理调度自有资金用于套期保值业务，同时加强资金管理的内部控制，不得

超过公司董事会批准的保证金额度。套期保值方案的拟定应充分考虑期货合约价格波动

幅度，设置合理的保证金比例和止盈止损点位等；持仓过程中，应与期货经纪公司保持

密切联系，持续关注期货账户资金风险和保值头寸价格变动风险，做好追加保证金准备。

公司留存一定比例的风险备用金用于保证当期套期保值过程中出现亏损时及时补充保证

金，避免因期货账户中资金无法满足和维持套保头寸时出现现金流动性风险。公司还应

根据生产计划合理选择保值月份，避免出现市场流动性风险。 

（3）国内期货交易所已具有完善的风险管理、控制制度，期货交易由交易所担保履约责

任，几乎不存在信用风险。另外公司将选择与资信好、业务实力强的期货经纪公司合作，

以避免发生信用风险。 

（4）设立符合要求的计算机系统及相关设施，确保交易工作正常开展。当发生故障时，

及时采取相应处理措施以减少损失。 

（5）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等有关规定，结合公司实际情况，公司对套期保值业务额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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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种范围、审批权限、内部审核流程、责任部门及责任人、信息隔离措施、内部风险报

告制度及风险处理程序、信息披露等作出明确规定，加强套期保值业务内部控制。 

（6）加强对国家及相关管理机构相关政策的把握和理解，及时合理地调整套期保值思路

与方案。 

已投资衍生品报告期内市场价格

或产品公允价值变动的情况，对

衍生品公允价值的分析应披露具

体使用的方法及相关假设与参数

的设定 

报告期内，公司在上海期货交易所从事白银期货合约套期保值业务，合约价格按每日交

易结束后的上海期货交易所结算价作为公允价。 

报告期公司衍生品的会计政策及

会计核算具体原则与上一报告期

相比是否发生重大变化的说明 

未发生变化。 

独立董事对公司衍生品投资及风

险控制情况的专项意见 

我们认为：公司开展期货套期保值业务的相关审批程序符合国家相关法律、法规及《公

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公司已制定《期货套期保值业务管理制度》，明确了审批流程、风

险防控和管理等内部控制程序，对公司控制期货风险起到了保障的作用。公司开展套期

保值业务，能有效规避和防范主要产品价格波动给公司带来的经营风险，充分利用期货

市场的套期保值功能，降低价格波动对公司的影响。我们认为，公司开展期货套期保值

业务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同意公司 2021 年度按照相关计划开展期货套期

保值业务。 

五、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进展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六、对 2021 年 1-6 月经营业绩的预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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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幅度变动的警示及原因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七、日常经营重大合同 

□ 适用 √ 不适用  

八、委托理财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委托理财。 

九、违规对外担保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违规对外担保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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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对上市公司的非经营性占用资金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对上市公司的非经营性占用资金。 

十一、报告期内接待调研、沟通、采访等活动登记表 

√ 适用 □ 不适用  

接待时间 接待地点 接待方式 
接待对

象类型 
接待对象 谈论的主要内容及提供的资料 调研的基本情况索引 

2021 年 03

月 02 日 
公司办公室 电话沟通 机构 机构投资者 

公司重大资产重组收购贵州猪拱塘

铅锌矿的基本情况介绍以及公司未

来战略定位、发展目标等情况的介

绍，未提供相关资料。 

详见公司于 2021 年 3 月 2

日在巨潮资讯网披露的《盛

达金属资源股份有限公司投

资者关系活动记录表》 

2021年 1月

1 日至 2021

年 3 月 31

日 

公司办公室 电话沟通 个人 个人投资者 
了解公司经营及发展情况，未提供

相关资料。 
不适用 

 

 

 

 

 

                                  盛达金属资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董事长：朱胜利  

 

                                             二○二一年四月二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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