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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金黄金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年度股东大会会议议程 

 

一、会议时间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1 年 6 月 25 日（星期五）14:00。 

网络投票时间：采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络投票系统，通

过交易系统投票平台的投票时间为 2021年 6 月 25 日（星期

五）的交易时间段，即 9:15-9:25,9:30-11:30，13:00-15:00；

通过互联网投票平台的投票时间为 2021年 6 月 25 日（星期

五）的 9:15-15:00。 

二、现场会议地点 

北京市东城区安外大街 9 号中国黄金大厦 3 层会议室。 

三、会议召集人 

中金黄金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中金黄金）董

事会。 

四、现场会议议程 

（一）会议主持人宣布会议开始； 

（二）会议主持人宣布到会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人数和

持有股份数，说明授权委托情况，介绍到会人员； 

（三）宣读公司 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会议须知； 

（四）议案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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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审议《2020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2.审议《2020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3.审议《2020 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 

4.审议《2020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5.审议《2020 年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6.审议《2020 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7.审议《2021 年预计日常关联交易议案》 

8.审议《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五）股东就议案进行发言、提问、答疑； 

（六）选举监票人、计票人； 

（七）股东表决； 

（八）会议主持人宣布表决结果并宣读股东大会决议； 

（九）见证律师宣读律师见证意见； 

（十）董事在股东大会决议、会议记录上签字； 

（十一）会议主持人宣布会议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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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金黄金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年度股东大会会议须知 

 

为维护广大投资者的合法权益，确保本次股东大会能够

依法行使职权，根据《公司法》、中国证监会颁布的《上市

公司股东大会规范意见》等有关规定，特制定本次股东大会

会议须知如下： 

一、公司董秘事务部负责会议召开的有关具体事宜。 

二、在股东大会召开过程中，参会股东应当以维护全体

股东的合法权益、确保大会正常秩序和议事效率为原则，认

真履行法定职责。 

三、与会股东依法享有发言权、质询权、表决权等各项

权利。股东应认真履行法定义务，自觉遵守大会纪律，不得

侵犯其他股东的权益，以确保股东大会的正常秩序。 

四、股东大会设“股东发言及问题解答”议程，股东发

言由大会主持人安排依次进行发言，在大会表决时，不再进

行大会发言。 

五、本次大会由两名股东代表、一名监事和见证律师参

加监票，对投票和计票过程进行监督，由主持人公布表决结

果。 

六、本次大会由北京中恪律师事务所见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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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在大会进行过程中若发生意外情况，公司董事会有

权做出应急处理，以保护公司和全体股东利益。 

八、为保持会场安静和整洁，请将移动电话调至静音状

态，会场内请勿吸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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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案一 

2020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2020 年，公司董事会依照《公司法》《公司章程》等有

关法律法规和制度，规范落实各项监管要求，认真执行股东

大会各项决议，支持经理层抓好日常生产经营工作，围绕定

战略、做决策、防风险的功能定位，恪尽职守，诚信尽责，

保障了公司的良好运作与高质量发展，切实维护了公司和全

体股东的合法权益。现将 2020年工作情况报告如下： 

一、2020年董事会主要工作 

（一）统筹疫情防控和生产经营工作，推动公司经营业

绩创近年新高 

面对错综复杂的内外部环境，董事会牢牢把握战略机遇，

统筹谋划疫情防控和生产经营工作，推动公司“双 135工程”

取得显著效果，生产经营取得了近年来的最好成绩，全面超

额完成了年度任务目标。2020年，公司全年生产精炼金 70.40

吨，矿产金 21.74 吨，冶炼金 40.29 吨，矿山铜 81,272.00

吨，电解铜 336,893.10 吨。截至 2020 年底，公司总资产

458.03 亿元，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234.12 亿元，

较上年度分别增加 2.02%、47.35%；2020 年实现销售收入

479.95 亿元，利润总额 24.06 亿元，归属于母公司净利润

15.55 亿元，较上年度分别增加 12.82%、34.17%、96.14%。

同时，公司成本管控向纵深推进。全年累计实现降本增效



7 
 

1.72 亿元；其中本部管理费用同比下降 1,337.94 万元，降

幅 0.82%。 

（二）推进市场化债转股项目，实现公司资产质量不断

优化 

董事会高度重视市场化债转股项目，为公司持续发展积

蓄新动能。5月，公司向战略投资者发行股份购买其持有的

中原冶炼厂股权，向中国黄金集团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

现金购买内蒙古矿业90%股权，进一步巩固了黄金、铜矿的

开采、冶炼板块业务实力，整体价值得到有效提升。8月，

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配套资金合计20亿元，市场化债转

股项目圆满收官。市场化债转股项目使公司资本结构得到进

一步优化，资产负债率大幅降低，盈利能力和核心竞争力显

著增强。截至2020年底，公司资产负债率44.27%，较年初下

降6.09个百分点。 

（三）坚持“资源生命线”战略，引领公司加强资源获

取力度 

董事会坚持资源是公司发展的根本，指导公司全力做好

探矿增储和项目并购工作，为长远发展奠定坚实基础。报告

期内，公司大力实施探矿增储，地质探矿累计投入资金2.8

亿元，完成坑探工程10.60万米、钻探工程19.17万米，新增

金金属量27.4吨、铜金属量8,831吨。资源拓展持续推进，

包头鑫达新立探矿权3宗，新增矿权面积13.45平方公里，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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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企业探转采和矿权延续工作有序开展。公司债转股项目并

购内蒙古矿业公司，新增铜金属量233万吨，钼金属量55万

吨。截至2020年底，公司保有资源储量金金属量509吨，铜

金属量244万吨，矿权面积达到609平方公里。 

（四）关注成长竞争力，督促公司重点项目积极推进 

董事会非常关注公司重点项目建设情况，密切跟踪项目

进度。公司全年累计完成投资10.40亿元，重点项目进展顺

利。辽宁新都整体搬迁改造项目主体工程已经完工，设备安

装基本到位；安徽太平前常铜铁矿改扩建项目完成了回风井

延深掘进工程；内蒙古矿业深部资源开采项目土建工程基本

完成；内蒙古矿业堆浸项目完成了现场扩大试验，并通过试

验报告审查；江西金山改扩建项目已建成投产，基本具备项

目验收条件。 

（五）强化安全发展底线思维，严控公司安全环保风险 

董事会严格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和习近平总书

记关于安全生产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始终绷紧安全发展这根

弦。在董事会的正确指导下，公司安全环保工作水平进一步

提升。一是本质安全能力持续提升。各企业大力加强制度体

系建设，加大安全投入，强化安全督查检查，狠抓责任落实，

推进各项安全举措落实落地。二是绿色发展根基进一步筑牢。

加大推进绿色矿山建设力度，21个矿山进入自然资源部公布

的全国绿色矿山名录。三是安全环保体制机制建设切实加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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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开展安全生产专项整治、生态环境保护专项整治，对存

在的隐患进行系统排查、分类治理，不断强化整改成效，形

成制度约束，公司安全环保总体平稳态势得到进一步巩固。

报告期内，公司安全生产投入3.77亿元，环保投入2.84亿元。 

（六）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推进公司科技创新工作 

在董事会的大力支持下，公司切合生产经营实际需要，

积极开展采矿、选冶和机电等方面的科研和技术改进，积极

推广和引用新技术、新工艺、新设备和新材料，不断提升技

术经济指标。2020年，公司研发经费投入5.92亿元；获得省

部级以上科技奖励24项；申请专利76项，获得授权专利139

项，其中授权发明专利6项；全年新增2个省级企业技术中心。

截至2020年底，公司拥有高新技术企业25家。 

（七）健全激励约束机制，完成公司第一期股票期权激

励计划 

董事会高度重视调动公司核心骨干人才的积极性、责任

感和使命感。报告期内，公司完成第一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

首次授予和预留期权授予工作，向包括公司高级管理人员、

公司部门正副职人员、公司下属企业正副职人员、核心技术

人员、骨干技术人员等在内的252名激励对象授予了股票期

权，有效地将股东利益、公司利益和经营者个人利益结合在

一起，激励经营层为公司的长远发展努力奋斗。 

（八）重视提升上市公司质量，树立公司良好市场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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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会高度重视公司治理、信息披露和投资者关系工作。

2020年，公司通过进一步完善各项规章制度、对子公司开展

规范运作自查等措施，规范运作水平持续提升。公司忠实履

行上市公司信息披露义务，报告期内共披露定期报告4次、

临时公告49次，上网公告及附件200余项，及时、准确、完

整地向投资者传达了公司经营管理、规范运作和重大决策等

事项的相关信息。同时通过策略交流会、投资者热线、上证

E互动等多种形式和渠道与投资者开展互动，回应投资者关

切，宣传公司投资价值，确保公司舆情形势稳定。报告期内，

公司获得“市值500强”、“上交所2019年度上市公司信息

披露工作A级评价”和“优秀董事会”等荣誉称号。 

二、2020年董事履职情况 

（一）董事会高效运作，扎实保障公司治理规范 

2020年，董事会共召开9次会议，累计审议议案44项。所

有会议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要求召开，

确保运作高效规范，决策科学审慎。4月17日，董事会通过

《关于选举公司董事长的议案》，选举卢进先生当选公司第

六届董事会董事长。其他除审议一般性常规议案外，还审议

了股票期权激励计划、会计政策变更、聘请会计师事务所、

修改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

关联交易方案、设立募集资金专户并授权签订三方监管协议

等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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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严格执行股东大会决议，切实维护投资者权益 

2020年，公司召开3次股东大会，共审议通过议案20项；

主要审议通过了《公司第一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2019年

度利润分配方案》等议案。董事会根据股东大会决议，组织

实施并按时完成了分红派息工作，每10股派发人民币0.193

元（含税），共发放现金股利8960.23万元。通过严格执行

股东大会决议，有效维护了全体股东的合法权益。 

（三）董事会专门委员会充分履职，有效发挥决策支持

作用 

2020年，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共召开6次会议、薪酬与考核

委员会召开2次会议。各专门委员会按照《公司章程》和议

事规则的有关规定，充分发挥专业优势，就董事会相关议案

发表专业审查意见，为董事会科学决策提供了有力支持。 

（四）独立董事勤勉尽职，确保董事会决策公平有效 

2020年，独立董事均按时出席董事会，未有无故缺席的

情况发生。独立董事充分发挥专业优势，认真审议每一项议

案，特别是在涉及关联交易、对外担保等事项上，严格进行

事前审议，并发表独立意见。出于疫情防控的需要, 独立董

事主要通过电话和邮件等方式和公司其他董事、高级管理人

员及相关工作人员保持密切联系，了解公司生产经营和财务

状况。 

三、2021年董事会工作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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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面对黄金行业机遇与挑战并存的形势，董事会

将严守职责定位，认真执行股东大会决议，支持经理层工作，

在改革发展、科学决策、内部控制、防范风险、规范运作等

方面发挥战略引领功能，积极推动公司持续做强做优做大。

2021年，董事会将着重带领公司做好以下几项工作： 

（一）督促完成年度经营目标，力争实现生产经营提质

增效再升级 

公司将总结2020年“双135”工程取得的经验，聚焦年

度任务目标，聚焦提质增效，聚焦“两利四率”，在抓好常

态化疫情防控的前提下，继续撸起袖子加油干，根据实际情

况做好超产增效、稳产增产、提高效率降成本、扭亏减亏、

重点项目建设等工作，确保超额完成全年各项目标任务。 

（二）落实国企改革三年行动，激发公司经营潜能 

2021年是国企改革三年行动的关键之年，公司将切实加

强领导，逐级压实责任，逐条对照任务要求，抓紧抓细抓实

各项工作，确保全面深化改革取得实质性突破和进展。一是

继续解放思想、转变观念。二是进一步加大重点领域改革力

度，强化企业内部三项制度改革、考核分配工作。三是加大

科技创新和管理效能提升，把“对标世界一流管理提升行动”

作为一项全面系统的战略工程，将对标贯穿到企业生产经营

管理的全过程和各层级。 

（三）推进资源占有探矿增储，夯实公司发展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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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源是核心资产，是公司发展的未来。公司对现有矿山

储量进行实事求是摸底的同时，将积极开展周边、深部地区

的探矿找矿，同时加大地质探矿、地质科研的投入力度，聚

焦国内金铜重要成矿带，对重点探矿项目、地质科研项目按

年度逐步推进实施，不断夯实资源保障根基。 

（四）坚持安全生产和绿色发展，守住风险底线 

安全生产责任重于泰山，绿色发展关乎企业生存，不能

有一丝一毫的懈怠。公司将牢固树立“人民至上、生命至上”

的安全观，坚持做到“不安全、不生产”，同时持续认真抓

好环境保护工作，切实建立环保问题发现、整治、验收闭合

管理机制，进一步提升本质安全能力和环境保护水平。 

（五）加强市值管理，提升公司市场价值 

资本市场是公司发展的依托，也是展示公司价值的舞台。

公司将在提升业绩水平的同时，积极推进优质资产注入和不

良资产退出，切实提升资产质量和盈利能力。公司还将进一

步提升信息披露质量，加强投资者关系管理，通过业绩说明

会等多样化的交流方式，传递公司价值，提升投资者对公司

的了解和信任。 

2021年是国家“十四五”规划开局之年，困难与希望同

在，压力与动力共生。公司董事会将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

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紧密围绕公司战略目标，积

极发挥在公司治理中的核心作用，推动公司经营稳中求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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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续实现高质量发展，为股东、为社会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上述报告现提请会议审议。 

 

中金黄金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 年 6月 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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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案二 

2020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本报告期内，公司监事会全体成员按照《公司法》、《证

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认真履行监督职责，及

时了解和掌握公司的生产、经营和项目建设状况，以财务监

督为核心，对公司的财务活动和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的

经营管理行为进行监督，对董事会的重大决策程序进行监督，

维护了公司全体股东的权益。 

一、监事会的工作情况 

（一）公司于 2020 年 3 月 9 日以通讯表决方式召开了

第六届监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第一

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及其摘要的议案》和

《关于<公司第一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实施考核办法（修订

稿）>的议案》。 

（二）公司于 2020 年 4 月 1 日以通讯表决方式召开了

第六届监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股权激

励计划授予对象名单及授予数量的议案》和《关于向激励对

象授予股票期权（实际授予）的议案》。 

（三）公司于 2020 年 4 月 29日以通讯表决方式召开了

第六届监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公司 2019 年主

要经营业绩报告》、《公司 2020 年第一季度报告》、《关于会

计政策变更的议案》和《关于向激励对象授予预留股票期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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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议案》。 

（四）公司 2020年 5 月 28日在北京召开了第六届监事

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2019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2019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2019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关于 2019 年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议案》、《2020 年预计

日常关联交易议案》、《2019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公

司 2019 年度社会责任报告》和《关于修改公司发行股份及

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方案的议案》。 

（五）公司于 2020 年 8 月 27日以通讯表决方式召开了

第六届监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公司 2020 年半

年度报告》及其摘要和《关于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自

筹资金的议案》。 

（六）公司于 2020 年 10 月 30 日以通讯表决方式召开

了第六届监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公司 2020 年

第三季度报告》。 

二、监事会对公司依法运作情况的独立意见 

监事会按照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公司章程》、《监事

会议事规则》等相关规定，对公司的决策程序、内部控制制

度、公司董事、总经理及其他高级管理人员的履职情况进行

了监督。公司对于实现年度生产经营目标、市场化债转股项

目、股权激励项目等重大问题进行了科学决策，程序规范、

合法；公司董事会、总经理和其他高级管理人员能够严格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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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有关规定认真履行职责，维护了公司利益和股东权益。 

三、监事会对检查公司财务情况的独立意见 

监事会对公司 2020 年度的财务状况进行了监督检查。

面对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和复杂多变的国际形势，公司

坚定信心，直面挑战，始终坚持以实现股东利益最大化为目

标，不断提升专业管理水平、夯实安全环保基础，以高质量

发展为中心，认真贯彻落实股东大会和董事会的各项决议，

推动公司生产经营各项指标创近年新高。监事会认为经天健

会计师事务所审计的 2020 年度财务报告真实、公允地反映

了公司 2020 年度财务状况和经营业绩。 

四、监事会对公司关联交易情况的独立意见 

公司报告期内关联交易价格公平合理，无内幕交易行为

发生，没有损害公司的权益。 

监事会在新的年度工作中，将进一步加强对本公司财务

工作的监督检查力度，防范风险，全面履行监督职责，努力

促进公司 2021年的盈利增长，维护股东权益。 

上述报告现提请会议审议。 

 

中金黄金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21 年 6月 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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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案三 

2020 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 

《公司 2020 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已经公司第

七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详细内容见上海证券

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 

上述议案现提请会议审议。 

 

中金黄金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 年 6月 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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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案四 

2020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公司 2020 年度财务报表已经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

普通合伙）审计，并出具天健审〔2021〕1-1128号标准无保

留意见审计报告。现将 2020 年财务决算情况报告如下： 

主要财务指标表 

项目 单位 2020 年 2019年   同比增长%   

营业收入 万元 4,799,531.78 4,254,141.03  12.82  

利润总额 万元 240,623.15 179,338.60  34.17  

归属于母公司的净利润 万元 155,463.86 79,262.99  96.14  

总资产 万元 4,580,274.71 4,489,693.29  2.02  

归属于母公司的所有者权益 万元 2,341,214.32 1,588,897.23  47.35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万元 456,335.02 310,222.72  47.10  

基本每股收益 元/股  0.34   0.20   69.62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每股收益 元/股  0.31   0.06   412.84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7.64   5.09  
 增加2.55个百

分点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加权平均净

资产收益率 
%  6.88  1.59  

增加 5.29个百

分点  

资产负债率 %  44.27   50.36  
  下降 6.09 个

百分点   

一、公司资产负债状况 

（一）资产主要变动情况 

截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公司资产总额 458.03 亿元，

比期初的 448.97亿元增加 9.06亿元，上升 2.02%。 

1.货币资金期末余额 56.15亿元，比期初增加 12.10 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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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增长 27.47%，主要是由于本期销售商品收到的现金增加。 

2.应收账款期末余额 4.28亿元，比期初增加 1.59亿元，

增长 59.13%，主要是金、铜产品销售价格上涨。 

3.其他应收款期末余额 3.64 亿元，比期初减少 2.48 亿

元，下降 40.50%，主要是部分企业套期保值保证金减少。 

4.其他权益工具投资期末余额 4.75 亿元，比期初增加

3.30亿元，增长 227.84%，主要是中国黄金集团黄金珠宝股

份有限公司已取得证监会上市批复，公司对其投资的公允价

值增加。 

5.在建工程期末余额 18.13 亿元，比期初减少 2.54 亿

元，下降 12.28%，主要是部分公司在建工程完工转固。 

6.商誉期末余额 7.30亿元，比期初减少 1.59 亿元，下

降 17.85%，主要是公司对因递延所得税负债形成的商誉计提

了减值。 

（二）负债主要变动情况 

负债总额 202.79亿元，比期初的 226.09亿元减少 23.30

亿元，下降 10.31%。 

1.短期借款期末余额为 86.96 亿元，比期初减少 28.42

亿元，下降 24.63%，主要是因债转股项目配套融资 20 亿并

偿还了部分银行借款。 

2.交易性金融负债期末余额为 0亿元，比期初减少 10.43

亿元，主要是由于部分子公司本期偿还了黄金融资业务款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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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期末余额为 7.87 亿元，比

期初减少 6.65 亿元，主要是由于一年内到期的长期借款减

少。 

4.应付票据期末余额为 1.75 亿元，比期初减少 5.17 亿

元，主要是由于部分子公司的票据已兑付。 

5.应付账款期末余额为 31.80 亿元，比期初增加 9.52

亿元，增长 42.68%，主要是部分公司原材料采购价格上涨。 

6.长期借款期末余额为 39.99 亿元，比期初增加 14.94

亿元，增长 59.66%，主要是由于部分子公司增加了低息贷款。 

（三）所有者权益主要变动情况 

所有者权益总额 255.24亿元，比期初增加 32.36亿元，

增长 14.52%。 

1.股本期末余额为 48.47亿元，比期初增加 13.96亿元，

增长 40.46%，主要是由于债转股项目影响股本增加。 

2.资本公积期末余额为 91.77 亿元，比期初增加 44.11

亿元，增长 92.54%，主要是由于债转股项目影响资本公积增

加。 

3.未分配利润期末余额为 76.56亿元，比期初增加 13.76

亿元，增长 21.91%，主要是由于本期归属于母公司净利润增

加影响未分配利润增加。 

4.其他综合收益期末余额为 2.35亿元，比期初增加 2.35

亿元，主要是由于本期其他权益工具投资公允价值变动损益



22 
 

增加影响其他综合收益增加。 

5.少数股东权益期末余额为 21.12 亿元，比期初减少

42.87亿元，主要是由于少数股东权益比例下降。 

二、公司生产经营及业绩情况 

（一）生产经营情况 

主要生产指标情况表 

序号 产品名称 单位 
产量 

增减额 增减幅% 

2020 年 2019 年 

1 矿产金 吨 21.74 24.69  -2.95   -11.95  

2 冶炼金 吨 40.29 37.22  3.07   8.25  

3 矿山铜 吨 81,272.00 84,814.99  -3,542.99   -4.18  

4 电解铜 吨 336,893.10 348,273.19  -11,380.09   -3.27  

1.矿产金 21.74 吨，同比减少 2.95 吨，下降 11.95%，

主要是疫情影响矿产金产量下降。 

2.冶炼金 40.29吨，同比增加 3.07 吨，增长 8.25%，主

要为本期冶炼企业金精矿粉处理量增加。 

3.矿山铜 81,272.00 吨，同比减少 3,542.99 吨，下降

4.18%，主要是因疫情影响矿山铜产量下降。 

4.电解铜产量 336,893.10吨，同比减少 11,380.09吨，

下降 3.27%，主要是冶炼企业铜精粉处理量下降。 

（二）经营业绩情况 

2020 年公司实现利润总额 240,623.15 万元，比上年同

期的 179,338.60 万元增加 61,284.55 万元，增长 34.17%；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 155,463.86 万元，比上年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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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的 79,262.99万元增加 76,200.87 万元，增长 96.14%。 

2020年度利润总额与上年同期相比增长的主要原因： 

（一）矿山企业利润总额同比增加 63,296.14万元。 

矿产金、矿山铜因销售价格、销量和单位销售成本变化

影响利润总额比上年同期增加 71,805.98 万元。 

矿产金价格同比上升，导致利润增加 158,513.01万元。

矿产金销售量主要受疫情影响同比下降 2,498.24 千克，导

致利润减少 21,849.56 万元。因矿产金单位销售成本增加，

导致利润减少 69,997.40万元。 

矿山铜价格同比上升，导致利润增加 16,937.63 万元。

矿山铜销售量主要受疫情影响同比减少 6,883.23 吨，导致

利润减少 10,509.67 万元。 

（二）冶炼企业利润总额比上年同期增加 2,726.64万元。

主要是因为部分冶炼企业本期黄金产品销售毛利较高。 

三、公司期间费用情况 

本年期间费用 296,272.44 万元，比上年同期的

292,740.33万元增加 3,532.11万元，增长 1.21%。 

期间费用情况表 

期间费用 单位 本年数 上年数 同比增减 增减幅度% 

销售费用 万元 22,335.63 21,698.34  637.29   2.94  

管理费用 万元 162,310.97 163,648.91  -1,337.94   -0.82  

研发费用 万元 59,195.26 46,371.64  12,823.62   27.65  

财务费用 万元 52,430.59 61,021.45  -8,590.86   -14.08  

合计 万元 296,272.44 292,740.33  3,532.11   1.21  

（一）销售费用 22,335.63 万元，比上年同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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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698.34 万元增加 637.29 万元，增长 2.94%，主要是部分

子公司销售服务费增加致销售费用增加。 

（二）管理费用 162,310.97 万元，比上年同期的

163,648.91万元减少 1,337.94万元，下降 0.82％，主要因

为降本增效以及积极争取国家优惠政策。 

（三）研发费用 59,195.26 万元，比上年同期的

46,371.64 万元增加 12,823.62万元，增长 27.65%，主要因

为部分企业研发投入增加。 

（四）财务费用 52,430.59 万元，比上年同期的

61,021.45 万元减少 8,590.86 万元，下降 14.08%，主要是

偿还借款导致利息支出减少。 

四、公司现金流量情况 

现金流量明细简表 

单位：万元 

 项目 单位  2020 年  2019 年   增减额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万元 456,335.02 310,222.72 146,112.30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万元 -144,816.61 -136,688.71 -8,127.89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万元 -174,851.67 -96,278.98 -78,572.69 

 

1.公司本期经营活动现金流量净额同比增加主要是子

公司销售商品、提供劳务收到的现金增加。 

2.公司本期投资活动现金流量净额同比减少，主要是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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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子公司套期保值保证金支出增加。 

3. 公司本期筹资活动现金流量净额同比减少，主要是

本期偿还借款所支付的现金增加。 

上述议案现提请会议审议。 

 

   中金黄金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 年 6月 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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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案五 

2020 年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内容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公司

2020年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公告》（公告编号 2021-020）。 

上述议案现提请会议审议。 

 

中金黄金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6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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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案六 

《2020 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2020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财务数据经天健会计师

事务所审计）已经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和第七届监

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详细内容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 

上述议案现提请会议审议。 

 

中金黄金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6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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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案七 

2021 年预计日常关联交易议案 

内容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公司

2021年日常关联交易公告》（公告编号2021-019）。 

上述议案现提请会议审议。 

 

中金黄金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6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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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案八 

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内容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公司

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021）。 

上述议案现提请会议审议。 

 

中金黄金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6月25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