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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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负责人吴泽林、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赵学超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柯昌

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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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283,758,588.84 4,586,276,941.94 15.21 

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净资产 
1,758,692,715.59 1,723,038,050.94 2.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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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86,139,990.18        141,084,463.92  -444.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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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79,256,803.92 1,569,560,289.31 70.70 

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净利润 
40,635,613.16 5,144,824.86 689.83 

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

润 

45,685,255.07 6,456,888.35 607.54 

加权平均净资产

收益率（%） 
2.33 0.30 增加 2.03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

（元/股） 
0.13 0.02 550.00 

稀释每股收益

（元/股） 
0.13 0.02 55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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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明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 48,669.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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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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03,824.63 

 

计入当期损益的对非金融企业收取

的资金占用费 
85,151.00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

和支出 
-8,219,386.26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161,027.04  

所得税影响额 -128,928.18  

合计 -5,049,641.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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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8,3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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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东省稀土产业集团

有限公司 
129,372,517 42.87 0 无  国有法人 

国华人寿保险股份有

限公司－传统一号 
14,049,588 4.66 0 未知  未知 

刘益谦 7,620,497 2.52 0 未知  境内自然人 

龚灏洋 1,953,000 0.65 0 未知  境内自然人 

侯皓天 1,610,000 0.53 0 未知  境内自然人 

杨和清 1,469,900 0.49 0 未知  境内自然人 

中国东方资产管理股

份有限公司海南省分

公司 

1,400,000 0.46 0 未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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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63,793 0.42 0 未知  未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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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

限公司－华泰柏瑞中

证稀土产业交易型开

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

金 

1,034,071 0.34 0 未知  未知 

上海珺容投资管理有

限公司－珺容战略资

源 1号基金 

900,000 0.30 0 未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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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东省稀土产业集团有限公司 129,372,517 人民币普通股 129,372,517 

国华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传统一

号 
14,049,588 人民币普通股 14,049,588 

刘益谦 7,620,497 人民币普通股 7,620,497 

龚灏洋 1,953,000 人民币普通股 1,953,000 

侯皓天 1,610,000 人民币普通股 1,610,000 

杨和清 1,469,900 人民币普通股 1,469,900 

中国东方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海南

省分公司 
1,4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1,4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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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63,793 人民币普通股 1,263,793 

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华泰柏

瑞中证稀土产业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

券投资基金 

1,034,071 人民币普通股 1,034,071 

上海珺容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珺容战

略资源 1号基金 
9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900,0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上述股东中，刘益谦系国华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的董事

长、实际控制人。除此之外，公司未知其他股东之间是否

存在关联关系或属于一致行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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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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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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产负债表主要项目大幅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名称 本期期末数 期初数 

本期期末金

额较上年末

变动比例（%） 

情况说明 

货币资金 725,557,770.23 1,033,991,691.39 -29.83 
主要是报告期支付货款

减少货币资金所致 

应收账款 405,868,122.69 169,068,994.38 140.06 
主要是报告期扩大业务

规模导致应收账款增加 

预付款项 334,002,689.64 172,692,884.02 93.41 
主要是报告期预付购货

款未结算收货所致 

存货 2,283,162,819.24 1,692,262,041.70 34.92 

主要是报告期公司扩大

业务规模，增加存货采购

业务所致 

其他流动资产 104,470,112.08 80,470,489.32 29.82 
主要是报告期末留抵增

值税额增加所致 

短期借款 1,387,000,000.00 1,151,000,000.00 20.50 
主要是报告期增加短期

借款融资所致 

应付票据 607,435,926.57 319,099,794.61 90.36 
主要是报告期增加票据

结算购货款所致 

应付账款 198,461,216.47 48,722,398.52 307.33 

主要是报告期增加业务

规模导致应付购货款增

加所致 

 

（2）利润表项目主要项目大幅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名称 本期金额 上期金额 

本期金额

较上期变

动比例

（%） 

情况说明 

营业收入 2,679,256,803.92 1,569,560,289.31 70.70 
主要是报告期公司抓住

市场机遇，加强组织生

产运营，并扩大贸易业

务所致 
营业成本 2,560,188,576.60 1,513,395,901.54 69.17 

税金及附加 9,337,452.83 1,967,259.43 374.64 
主要是报告期内矿山企

业应交资源税增加所致 

销售费用 8,346,997.43 4,821,372.59 73.12 

主要是报告期内销售业

务增加，相关销售业务

费用上升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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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名称 本期金额 上期金额 

本期金额

较上期变

动比例

（%） 

情况说明 

研发费用 7,787,523.99 1,809,961.17 330.26 
主要是报告期内研发投

入增加所致 

投资收益 -546,211.59 9,818,733.86 -105.56 
主要是报告期内套期保

值业务浮亏所致 

资产减值损失 5,880,965.01 -15,001,900.01 不适用 
主要是报告期内计提的

存货跌价准备减少所致 

利润总额 51,526,813.71 3,369,213.82 1,429.34 

主要是报告期内公司抓

住市场机遇，加强组织

生产运营，扩大销售业

务，销售利润增加所致 

所得税费用 4,369,616.42 2,170,110.61 101.35 
主要是报告期内利润总

额增加所致 

净利润 47,157,197.29 1,199,103.21 3,832.71 
主要是报告期内利润总

额增加所致 

少数股东损益 6,521,584.13 -3,945,721.65 不适用 
主要是报告期内利润总

额增加所致 

归属于母公司

股东的净利润 
40,635,613.16 5,144,824.86 689.83 

主要是报告期内利润总

额增加所致 

 

（3）现金流量表项目主要项目大幅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名称 本期金额 上期金额 

本期金额较

上期变动比

例（%） 

情况说明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486,139,990.18 141,084,463.92 -444.57   

主要是报告期内公司

扩大业务规模，增加

存货采购现金支出所

致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39,287,166.04 -283,248,019.03  不适用  

主要是报告期内购买

理财产品减少所致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151,255,546.08 320,462,140.49 -52.80  

主要是报告期内短期

借款融资净额同比减

少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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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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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报告期内超期未履行完毕的承诺事项 

√适用 □不适用  

2016年1月，公司间接控股股东广东省广晟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晟集团”）为避

免同业竞争事项出具了《关于避免同业竞争的承诺函》。其中承诺： 

1、广晟集团将促使广晟矿投加快解决珠江矿业公司的相关问题，并于本承诺函出具之日起三

年内且条件成熟时，向广晟有色提议收购其所持有的珠江矿业公司60%股权。如有关股权转让的提

议未能获得广晟有色及相关部门批准或核准，或相关障碍在三年内仍无法消除，则广晟集团亦将

促使广晟矿投至迟于其后一年内启动将其所持珠江矿业公司60%股权转让给无关联第三方的程序。 

截至本报告期末，珠江矿业股权关系、债务问题较为复杂，注入上市公司仍存在一定障碍，

广晟集团将继续寻求妥善解决该等同业竞争问题的有效方式。 

2、广晟集团将通过广东省广晟冶金集团有限公司敦促中国冶金进出口广东公司（以下简称“冶

金进出口公司”）以2016年为过渡期清理相关稀土贸易业务，清理完成后冶金进出口公司不再从

事稀土产品贸易业务。 

截至本报告期末，广晟集团已按承诺要求敦促冶金进出口公司加速清理相关稀土贸易业务。

但冶金进出口公司系全民所有制企业，业务结构单一、人员负担重、清理难度大。截至本报告期

末，冶金进出口公司稀土贸易业务仍在清理中。 

3、督促稀土集团、广晟健发加快解决将广晟健发注入上市公司所面临的相关实质性障碍，待

条件成熟后，再向广晟有色提议收购稀土集团所持有的广晟健发35%股权。如有关股权转让的提议

未能获得广晟有色及相关部门批准或核准，或相关障碍在三年内仍无法消除，或广晟健发其他股

东仍未放弃行使优先购买权，则广晟集团将促使稀土集团至迟于其后一年内启动将其所持广晟健

发35%股权转让给无关联第三方（含广晟健发其他股东）的程序。 

截至本报告期末，广东稀土集团已启动处置广晟健发公司股权工作，目前与有关方进行接洽 

中谈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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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晟有色金属股份有限公

司 

法定代表人 吴泽林 

日期 2021年 4月 29日 

 

 


	OLE_LINK1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