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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0975                               证券简称：银泰黄金                           公告编号：2020-013 

银泰黄金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年度报告摘要 

一、重要提示 

本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规划，投资者应当到证监会指定媒

体仔细阅读年度报告全文。 

非标准审计意见提示 

□ 适用 √ 不适用  

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普通股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 适用 □ 不适用  

是否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 是 √ 否  

公司经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的普通股利润分配预案为：以 1,983,373,047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2 元（含

税），送红股 0 股（含税），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优先股利润分配预案 

□ 适用 √ 不适用  

二、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银泰黄金 股票代码 000975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刘黎明 李铮 

办公地址 
北京市朝阳区建国门外大街 2 号银泰中心
C 座 5103/5104 

北京市朝阳区建国门外大街 2 号银泰中心
C 座 5103/5104 

传真 010-65668256 010-65668256 

电话 010-85171856 010-85171856 

电子信箱 975@ytg000975.cn 975@ytg000975.cn 

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一）主要业务 

公司主要业务为贵金属和有色金属矿采选及金属贸易。目前，公司共拥有4个矿山企业，分别为玉龙

矿业、黑河银泰、吉林板庙子和青海大柴旦。黑河银泰、吉林板庙子、青海大柴旦为金矿矿山，玉龙矿业

为铅锌银多金属矿矿山，上述矿山均为在产矿山。除此之外，公司下属子公司银泰盛鸿是一家以贵金属和

有色金属贸易为主业，以金融工具为风控手段的综合型贸易服务商，主要为客户提供购销渠道、风险管理、

贸易融资、供应链金融等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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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主要产品及用途 

公司产品主要有3种，涉及金属4种。分别为合质金（含银）、铅精粉（含银）和锌精粉（含银）。黑

河银泰、吉林板庙子、青海大柴旦的主要产品均为合质金，其中黑河银泰为高银合质金，吉林板庙子、青

海大柴旦均为低银合质金，在销售时金银均单独计价。玉龙矿业的主要产品为铅精粉（含银）和锌精粉（含

银）。 

合质金主要销售给金精炼冶炼企业，经金精炼冶炼企业分离精炼作为标准金银锭销售或销售给首饰加

工企业。铅锌精矿主要销售给下游冶炼企业，银金属主要富含在铅精矿中，由冶炼厂在冶炼环节综合回收。 

黄金主要用作首饰、器皿和建筑装饰；用于投资，规避人民币汇率波动的风险；用作国际储备；用于

工业与科学技术等。 

电解铅的重要用途为各种电池产品（汽车启动电池、电动汽车动力电池、电动车动力电池、其它电池），

次要用途为生产各种合金、电力材料等。  

锌的主要用途为抗氧化材料，用于钢铁构件、板材的镀锌，其次为生产合金（如黄铜）、其它锌基合

金以及用作不活泼元素的冶炼还原剂，还有部分锌以氧化锌、锌盐的形式用作化工材料。  

银作为最优的导电材料广泛用于电子电力以及核工业等，此外生活消费装饰、医药等都有使用。银作

为贵金属，各国央行都有一定存储。 

（三）生产工艺  

玉龙矿业采用地下开采方式，目前主要采矿方法为浅孔留矿法、中深孔爆破空场法、分段空场嗣后充

填采矿法等工艺。公司产品生产工艺示意图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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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林板庙子、黑河银泰和青海大柴旦均为黄金矿山，吉林板庙子和青海大柴旦为地下开采矿山，采矿

方法为中深孔爆破空场法，空区嗣后充填，黑河银泰2019年下半年已由露天转地下开采。吉林板庙子和黑

河银泰的生产工艺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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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海大柴旦的生产工艺如下图： 

 

（四）主要经营模式 

公司生产所需主要原料是自采矿石，生产模式是按计划流水线生产。公司产品主要由销售平台银泰盛

鸿及其子公司统一对外销售，销售对象直接为下游冶炼厂。合质金销售价格参照上海黄金交易所价格，其

他产品销售价格参考上海有色金属网等公开的报价平台，按国内同行计价惯例结算。 

（五）公司所处行业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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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河银泰、吉林板庙子和青海大柴旦均为大型黄金矿山，黑河银泰是国家级绿色矿山，也是国内入选

品位最高的金矿之一；吉林板庙子是国家级绿色矿山，也是国内生产管理水平较为先进的矿山之一；青海

大柴旦是省级绿色矿山，于2019年4月恢复生产。根据中国黄金协会数据，公司矿产金产量在中国黄金上

市企业中排名第五，公司也是黄金矿山中毛利率较高的矿企之一。 

玉龙矿业为国家级绿色矿山，是目前国内矿产银（含量银）最大的单体矿山之一，也是已知国内上市

公司中毛利率较高的矿山之一。玉龙矿业所在地位于内蒙古东北部大兴安岭有色金属成矿带，有色金属矿

山较为集中，距离最近的铅锌冶炼厂不足100公里，运输方便。公司矿山资源禀赋较好，所生产的铅精矿

由于贵金属含量较高，易于销售。锌精矿产品中伴生小金属品种较多，冶炼工艺先进的冶炼厂综合回收效

益较好，因此向大型冶炼厂销售具有竞争优势。 

（六）矿产勘查活动 

公司2019年度投入勘探资金12,445.09万元，其中资本化勘探投资12,212.06万元，费用化勘探投入233.03

万元。 

1、玉龙矿业勘查活动及资源情况 

（1）采矿证内的生产勘探 

根据2009年1月内蒙古自治区第十地质矿产勘查开发院在国土资源部备案的《内蒙古自治区西乌珠穆

沁旗花敖包特矿区银铅锌矿核实报告》，主采区花敖包特银铅矿累计查明矿石量3,249.16万吨，金属量银

6,368.62吨，铅71.28万吨，锌92.08万吨；保有矿石量3,129.68万吨，金属量银6,008.10吨，铅62.34万吨，锌

74.11万吨。截至2019年12月31日，花敖包特银铅矿累计动用矿石量631.70万吨，银金属量2,088.90吨，铅

金属量29.65万吨，锌金属量37.57万吨。自2009年勘探报告评审备案以来，花敖包特银铅矿历年不间断地

开展生产勘探活动，发现并查明新增矿体27条，新增总矿石量125.12万吨，银金属量362.32吨，铅金属量

3.25万吨，锌金属量5.61万吨，其中银铅锌矿石量（122b+333）为105.11万吨，平均品位：铅3.09%、锌5.34%、

银308.37g/t。截至2019年末，花敖包特银铅矿采矿权内保有各类资源量矿石量2,742.58万吨，银金属量

4,642.04吨，铅金属量44.88万吨，锌金属量60.12万吨。根据年末相应金属价格折算当量品位300.52g/t（生

产勘探增加量未经评审备案）。花敖包特银铅矿采矿权深部发现的铜锡矿正在勘探，目前未进行资源量估

算，未来将在采矿权深部勘探报告中详细估算铜锡资源量情况。 

花敖包特山矿段采矿权内的保有资源量矿石量511.9万吨，银金属量480.37吨，铅金属量4.92万吨，锌

金属量9.41万吨。 

（2）探矿区的勘探 

玉龙矿业拥有四宗探矿权，均在现有采矿证周边。2019年，花敖包特外围Ⅱ区勘探报告已经评审备案，

花敖包特南山、1038高地详查未进行勘探活动。1118高地在2018年勘探成果基础上进行了加密和延展勘探，

取得重大成果。 

截至2019年末，四宗探矿权保有资源量（333以上）如下： 

花敖包特外围Ⅱ区：矿石量180.7万吨，铅金属量0.24万吨，锌金属量0.24万吨，银金属量356.56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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伴生金金属量152千克。 

花敖包特南山：矿石量60.68万吨，铅金属量1.38万吨，锌金属量1.61万吨，银金属量106.88吨。 

1038高地：矿石量60.38万吨，铅金属量0.69万吨，银金属量78.14吨。 

1118高地：初步估算推断（333）级别以上矿石资源量：2,342.5万吨，金属量：银金属量1,902.45吨、

铅+锌金属量54.88万吨、铜金属量7.54万吨、锡金属量1.96万吨（尚未经评审）。 

截至2019年末，各探矿权合计查明资源量矿石量2,644.26万吨，银金属量2,444.03吨，铅+锌金属量59.04

万吨，铜金属量7.54万吨，锡金属量1.96万吨，伴生金金属量152千克。探矿区内的资源量中部分资源量未

经评审备案。  

截至2019年末，玉龙矿业采矿权和探矿权合计保有资源量矿石量5,898.74万吨，银金属量7,566.44吨，

铅+锌金属量178.37万吨，铜金属量7.54万吨，锡金属量1.96万吨。 

玉龙矿业2019年度资本化勘探投资3,580.25万元，费用化勘探投入71.44万元。 

2、黑河银泰勘查活动及资源情况 

2016年底，黑河银泰核实保有资源量矿石量247.2万吨，金金属量23.71吨，银金属量184.68吨。截至2019

年末，累计动用矿石量60.72万吨，金金属量7.765吨，银金属量58.73吨；采矿变动增量矿石量8.87万吨，

金金属量1.504吨，银金属量13.64吨。截至2019年末，保有资源量矿石量195.35万吨，金金属量17.449吨，

银金属量139.59吨。 

黑河银泰2019年度完成生产勘探投入81.35万元，全部为费用化勘探投入。 

3、吉林板庙子勘查活动及资源情况 

2018年末，吉林板庙子保有资源量矿石量683.02万吨，金金属量28.54吨。2019年度开采动用矿石量59.3

万吨，金金属量1.77吨；生产勘探增减变动增加矿石量50.94万吨，金金属量1.72吨；板庙子金矿勘探评审

备案资源量矿石量9.05万吨，金金属量0.632吨。截至2019年末，共保有资源量矿石量683.71万吨，金金属

量29.122吨。  

吉林板庙子2019年度勘查活动主要集中在板庙子金矿勘探探矿权和金英金矿采矿权内，资本化勘探投

资共计381.81万元，勘探钻孔进尺11,730米。吉林板庙子探矿权勘探报告完成了评审备案，正在申请采矿

权。金英金矿采矿权储量核实报告完成评审备案和资源储量占用登记工作。 

4、青海大柴旦勘查活动及资源情况 

2019年度，青海大柴旦共实施勘探工程金刚石钻进尺2,069米，RC钻进尺39,397米，坑道钻进尺20,193

米，为后续办理采矿权提供了依据，其中，细晶沟详查报告和金龙沟金矿详查报告已编制完成，目前正在

评审中；青龙沟采矿权储量核实报告目前正在编制中。2019年度，青海大柴旦资本化勘探投资8,250万元，

费用化勘探投入80.24万元。 

2019年度，青海大柴旦开采动用资源量矿石量42.19万吨，金金属量2.26吨。截至2019年末，青海大柴

旦采矿权范围内累计保有资源量矿石量624.59万吨，金金属量28.87吨；探矿权范围内累计查明保有资源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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矿石量615.83万吨，金金属量23.72吨。合计保有资源量矿石量1,240.42万吨，金金属量52.59吨。 

3、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1）近三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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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位：元 

 2019 年 2018 年 本年比上年增减 2017 年 

营业收入（元） 5,148,950,653.26 4,826,237,156.92 6.69% 2,227,241,801.5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864,165,428.85 662,572,790.77 30.43% 336,703,028.4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

性损益的净利润（元） 
852,934,275.15 633,078,699.06 34.73% 308,661,188.28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1,146,213,017.03 1,150,227,453.54 -0.35% 807,704,502.93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4390 0.3344 31.28% 0.2084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4390 0.3344 31.28% 0.2084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9.97% 7.95% 2.02% 6.91% 

 2019 年末 2018 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减 2017 年末 

总资产（元） 11,885,793,699.73 10,683,209,812.49 11.26% 11,317,863,228.2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9,047,651,591.57 8,340,451,592.18 8.48% 5,035,434,956.48 

（2）分季度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元 

 第一季度 第二季度 第三季度 第四季度 

营业收入 1,128,299,019.63 1,399,905,825.65 1,347,492,528.55 1,273,253,279.4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70,312,277.76 267,752,925.60 220,286,041.60 205,814,183.8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167,192,316.88 269,738,291.82 215,232,258.99 200,771,407.46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06,720,398.07 548,691,270.55 196,189,434.83 194,611,913.58 

上述财务指标或其加总数是否与公司已披露季度报告、半年度报告相关财务指标存在重大差异 

□ 是 √ 否  

4、股本及股东情况 

（1）普通股股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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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9,895 

年度报告披露日
前一个月末普通

股股东总数 

42,576 

报告期末表决权
恢复的优先股股

东总数 

0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
一个月末表决权恢

复的优先股股东总

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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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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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水 境内自然人 15.74% 312,138,102 234,103,576 质押 159,649,998 

中国银泰投资

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14.44% 286,472,107 52,500,000 质押 204,881,192 

程少良 境外自然人 7.44% 147,535,745 62,653,781 质押 36,300,000 

沈国军 境内自然人 6.49% 128,657,227 101,246,882 质押 118,266,882 

上海澜聚企业

管理中心（有限
合伙） 

境内非国有
法人 

4.40% 87,281,795 87,281,795 质押 73,316,706 

上海趵虎投资
管理中心（有限

合伙） 

境内非国有

法人 
3.52% 69,825,435 69,825,435 质押 69,825,435 

上海温悟企业

管理中心（有限

合伙） 

境内非国有
法人 

2.35% 46,550,289 46,550,289 质押 30,970,000 

上海巢盟企业
管理中心（有限

合伙） 

境内非国有

法人 
2.13% 42,244,388 42,244,388   

共青城润达投

资管理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

法人 
2.11% 41,895,262 41,895,262   

广州开发区金
融控股集团有

限公司 

国有法人 1.64% 32,465,148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

动的说明 

公司实际控制人沈国军持有公司控股股东中国银泰 92.5%的股权，沈国军和中国银泰为一致
行动人，合计控制银泰黄金 20.93%股份。公司实际控制人沈国军与股东王水、程少良、上海

澜聚企业管理中心（有限合伙）、上海趵虎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上海温悟企业管理中

心（有限合伙）、上海巢盟企业管理中心（有限合伙）和共青城润达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

合伙）在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交易中承诺不存在通过协议或其他安排，在上海盛蔚的生产
经营、收益等方面形成一致行动关系的情形；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完成后，上述各方亦不

会基于其所持有的银泰黄金股份谋求一致行动关系；上述各方之间不存在《上市公司收购管

理办法》第八十三条所规定的一致行动情形。公司未知其他股东之间的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

关系。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
说明（如有） 

中国银泰投资有限公司通过投资者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 24,600,000 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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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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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以方框图形式披露公司与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 

 

5、公司债券情况 

公司是否存在公开发行并在证券交易所上市，且在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未到期或到期未能全额兑付的公司债券 

否 

三、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1、报告期经营情况简介 

公司需遵守《深圳证券交易所行业信息披露指引第 2 号——上市公司从事固体矿产资源相关业务》的披露要求 

（一）总体经营情况 

2019年，公司全体员工精诚合作、攻坚克难，圆满完成年初既定的目标。2019年度，公司实现营业收

入514,895.07万元，比去年同期增长6.69%；实现营业利润119,212.95万元，比上年同期增长20.66%；归属

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86,416.54万元，比去年同期增长30.43%。利润增加主要得益于青海大柴旦投产后

盈利以及黄金价格的上涨等因素。 

本年度由于地缘政治关系以及各国实施宽松货币政策等因素，黄金价格上涨近19%，创2010年以来年

内最大涨幅。2019年4月26日，公司下属公司青海大柴旦复工生产。2019年10月17日，公司名称变更完成，

为了更准确地体现公司的主营业务，正式更名为“银泰黄金股份有限公司”。公司旗下黑河银泰、吉林板庙

子和青海大柴旦拥有品位高、盈利能力强的黄金矿业资产，2019年对公司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贡献

率为82.26%。 

上述黄金矿业资产为公司2018年向沈国军、王水等8名交易对方发行股份取得，此次交易中，交易对

方承诺承诺资产在2017—2020年实现的矿业权评估口径下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数合计数不低

于180,529.49万元。2017—2019年度承诺资产累计完成矿业权评估口径下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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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为191,523.79万元，截至2019年末，公司已完成上述业绩承诺的106.09%。 

2019年，公司生产经营也遇到了一些困难，玉龙矿业受同地区其它矿山矿难影响，推迟了开工时间，

造成全年利润不及预期。吉林板庙子在办理采矿证延期时，由于受财政部和原国土资源部35号文影响，矿

权权益金未能及时核定，造成采矿权证未能如期接续，矿山正常生产受到一定影响。面对不利情况，公司

进一步细化管理、降本增效、克服困难、大力推进各项工作。并以此为契机，进一步强化安全生产管理理

念，鼓励科技创新，倡导绿色环保，积极实施和探索新的绿色探矿方法，努力建设绿色矿山。2019年，黑

河银泰和玉龙矿业同时入选为“国家级绿色矿山”，这是继吉林板庙子2017年入选国家级绿色矿山以来，公

司在实现环境生态化、开采方式科学化、资源利用高效化、管理信息数字化和矿区社区和谐化方面取得的

又一巨大成绩。2019年，公司顺利完成了玉龙矿业技改工程，吉林板庙子矿权延续等重点工作，也获得了

中国黄金协会“黄金行业氰渣污染控制技术规范”项目特等奖。 

（二）子公司的生产经营情况 

1、内蒙古玉龙矿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9年，玉龙矿业入选为“国家级绿色矿山”，成为西乌珠穆沁旗首家被纳入国家级绿色矿山名录的矿

山。同时，玉龙矿业被认定为“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进一步促进公司科技创新发展，提升品牌形象和市

场价值。2019年，玉龙矿业销售含银铅精矿（银单独计价）6,949.24吨，锌精矿15,094.87吨，实现净利润

22,145.32万元。玉龙矿业本期重点工作的完成情况如下： 

（1）勘查工作 

2019年，玉龙矿业为扩大找矿前景和增加资源储备，在上年度工作的基础上继续对花敖包特矿区及外

围探矿区域进行勘查。探矿权勘查上，外围Ⅱ区勘探报告评审备案工作完成。1118高地勘探取得重大成果，

截至2019年末，已经完成野外勘查工作，正在进行勘探报告编制送审工作，初步估算推断（333）级别以

上矿石资源量2,342.5万吨，银金属量1,902.45吨、铅+锌金属量54.88万吨、铜金属量7.54万吨、锡金属量1.96

万吨，平均品位银81.21g/t、铅+锌2.36%、铜0.32%、锡0.09%，折合银当量品位217.19g/t。探矿区勘探工

作成果为玉龙矿业稳步扩大生产能力提供了资源保障。 

采矿区内生产勘探加大了660m以上矿体综合评价工作，为保障矿山三级矿量平衡提供了坚实基础。花

敖包特银铅矿采矿权深部发现的铜锡矿正在勘探，目前未进行资源量估算，未来将在采矿权深部勘探报告

中详细估算铜锡资源量情况。 

（2）采矿系统技术改造  

为了使玉龙矿业采矿生产达到正规化、规模化、信息化、数字化水平，公司进一步提高安全生产管理

水平，玉龙矿业2015年8月开始对现有采矿生产系统全面升级改造。技改工程由长沙矿山研究院有限责任

公司设计，设计新建三条竖井，改造两条竖井。截至2019年末，全面完成技改工程施工任务。 

2、黑河银泰矿业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黑河银泰拥有的东安金矿是目前国内已探明黄金品位最高的金矿之一，同时伴生白银。2019年综合处

理矿石20.3万吨，平均入选品位金15.27g/t，银112.35g/t，销售黄金3.01吨、白银17吨，实现净利润53,409.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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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元。 

2019年，东安金矿露天采矿工作结束，顺利转入地下开采。其扩大生产能力（1200吨/日）的资源开发

利用方案已经在中国黄金协会审查通过，正在完善扩大生产能力审批工作。选矿厂改造施工接近完工，新

建尾矿库一、二期工程完工投入使用。采选系统扩建验收后，选矿处理能力将达到1200吨/日。 

3、吉林板庙子矿业有限公司 

2019年，吉林板庙子处理矿石60万吨，平均入选品位2.8g/t，销售黄金1.35吨，净利润10,201.97万元。

2019年吉林板庙子采矿许可证生产规模扩产到了80万吨/年，矿山采选能力进一步提高。尾矿库扩容工程顺

利通过安全及环保验收，取得了安全生产许可证。同时完成了板庙子探矿权的详查报告评审及备案工作，

为探矿权转采矿权奠定了基础。 

吉林板庙子作为氰化尾渣无害化处理工艺的先行者、原始数据提供者和试点单位，与中国环境科学研

究院以及长春黄金研究院共同参与氰渣处置规范的编撰和讨论。2019年3月，吉林板庙子获得中国黄金协

会“氰渣综合回收产品系列团体标准”项目二等奖。 

4、青海大柴旦矿业有限公司 

青海大柴旦于2019年4月26日复工生产。2019年累计处理矿石55万吨，平均品位3.94 g/t，销售黄金1.45

吨，净利润约19,673.60万元。 

2019年，青海大柴旦采矿方面的重点工作是青龙滩井下工程开拓与采矿、青龙沟采矿权改扩界（将青

龙山探矿权分立后部分赋矿矿业权区域通过扩大矿区范围合并至原青龙沟采矿权），取得青龙沟新采矿权，

并且323露天和青龙滩深部已开始采矿。同时继续开展四个探矿权勘探工作，其中细晶沟探矿权完成了详

查报告编制，正在报审。金龙沟探矿权勘探报告首采地段已完成详查报告编制。青山普查区和青龙山金矿

详查探矿权勘探工作稳步推进。 

5、银泰盛鸿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 

2019年，银泰盛鸿继续开拓有色金属和贵金属上下游市场，开展了白银、锡、镍、铝、铅、锌、黄金

等贸易，并且通过套期保值等方式规避了贸易风险，锁定了贸易利润。公司整合了集团下属矿山精矿粉和

合质金的销售，拓宽了销售渠道、增加了结算方式、增厚了公司利润。2019年共实现营业收入509,803.20

万元，比去年同期增长30.40%。 

（三）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情况 

公司因筹划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事项，经向深圳证券交易所申请，公司股票自2019年9月11日开市起停

牌。 

2019年9月25日，公司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了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事项的相关议案，

公司拟以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的方式购买董赢、柏光辉合计所持贵州鼎盛鑫83.75%的股权，交易预估值为

42亿元左右，其中上市公司拟向交易对方支付现金对价为12亿元左右，剩余交易对价以上市公司向交易对

方非公开发行股份的方式支付。2019年9月26日，公司股票复牌。 

本次交易完成后，公司将持有贵州鼎盛鑫83.75%的股权，进而间接持有赫章鼎盛鑫矿业发展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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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67%的权益。赫章鼎盛鑫矿业发展有限公司的主要资产为白果镇铅锌矿的采矿权和猪拱塘铅锌矿的探矿

权，目前白果镇铅锌矿处于停产阶段，猪拱塘铅锌矿正在准备申请采矿权。猪拱塘铅锌矿床达超大型规模，

一条主要矿体集中了约65%的资源量，便于大规模低成本开采，且铅锌平均品位约10%，荣获2018年度中

国地质学会“十大地质找矿成果”，是目前国内稀有的大型优质多金属矿矿山。猪拱塘铅锌矿正常投产后，

会进一步提升公司的盈利能力、扩大公司产业规模、有利于公司的可持续性发展。 

截至目前，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各项工作正在稳步推进中，公司拟于近期再次召开董事会审议《银泰黄

金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报告书（草案）》并发出召开股东大会的通知。 

2、报告期内主营业务是否存在重大变化 

□ 是 √ 否  

3、占公司主营业务收入或主营业务利润 10%以上的产品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营业收入 营业成本 毛利率 
营业收入比上

年同期增减 

营业成本比上

年同期增减 

毛利率比上年

同期增减 

合质金 1,730,357,695.04 548,776,493.61 68.29% 29.23% -1.47% 9.89% 

合质金含银 52,807,900.84 12,691,843.50 75.97% 45.53% 21.83% 4.68% 

铅锌精矿含银 271,414,286.28 118,896,314.33 56.19% -34.99% 1.53% -15.76% 

锌精矿 164,543,174.87 69,442,365.61 57.80% -27.64% 10.25% -14.50% 

铅精矿 87,307,063.17 38,724,370.88 55.65% -55.08% -28.52% -16.48% 

白银贸易 1,489,805,192.17 1,466,813,166.94 1.54% 54.50% 45.11% 0.61% 

锡锭贸易 894,890,946.42 888,937,110.64 0.67% -11.87% -12.06% 0.22% 

铜贸易 116,634,242.17 112,246,178.21 3.76% -36.44% -38.68% 3.52% 

锌锭贸易 92,384,300.68 91,968,478.50 0.45% 107.32% 106.39% 0.45% 

镍贸易 84,157,825.42 84,151,437.19 0.01% -62.91% -62.32% -1.56% 

黄金贸易 77,255,661.62 76,913,424.37 0.44%       

铝贸易 44,421,661.41 43,023,635.57 3.15% -65.21% -66.11% 2.40% 

铅锭贸易 33,442,790.05 33,150,006.44 0.88% -23.35% -23.44% 0.29% 

钴贸易 4,869,343.36 4,793,761.13 1.55%       

其他 4,658,569.76 3,493,930.62 25.00% -20.12% -32.37% 13.59% 

4、是否存在需要特别关注的经营季节性或周期性特征 

□ 是 √ 否  

5、报告期内营业收入、营业成本、归属于上市公司普通股股东的净利润总额或者构成较前一报告期发生

重大变化的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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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面临暂停上市和终止上市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7、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1）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1）重要会计政策变更 

√ 适用 □ 不适用  

会计政策变更的内容和原因 审批程序 备注 

公司按照财政部于 2017 年印发修订的《企业会计准则第 22 号--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
（财会[2017]7 号）、《企业会计准则第 23 号--金融资产转移》（财会[2017]8 号）、《企业会

计准则第 24 号--套期会计》（财会[2017]9 号）、《企业会计准则第 37 号-金融工具列报》

（财会[2017]14 号）、2018 年 6 月 15 日发布的《关于修订印发 2018 年度一般企业财务

报表格式的通知》（财会[2018]15 号）的相关规定执行。除上述会计政策变更外，其他未

变更部分，公司仍按照财政部前期颁布的《企业会计准则-基本准则》和各项具体会计准则、

企业会计准则应用指南、企业会计准则解释公告以及其他相关规定执行。 

2019 年 4月 15 日
董事会、监事会审

批通过 

① 

公司按照财政部于 2019 年 4 月 30 日发布的《关于修订印发 2019 年度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

式的通知》（财会〔2019〕6 号）的相关规定执行。其余未变更部分仍执行财政部发布的《企

业会计准则-基本准则》和各项具体会计准则、企业会计准则应用指南、企业会计准则解释

公告以及其他相关规定。 

2019 年 8月 19 日

董事会、监事会审

议通过 

② 

公司按照财政部于 2019 年 9 月 19 日发布的《关于修订印发合并财务报表格式（2019 版）
的通知》（财会〔2019〕16 号）的相关规定执行。已执行新金融准则但未执行新收入准则

和新租赁准则的企业，或已执行新金融准则和新收入准则但未执行新租赁准则的企业，应

当结合本通知附件的要求对合并财务报表项目进行相应调整。其余未变更部分仍执行财政

部发布的《企业会计准则-基本准则》和各项具体会计准则、企业会计准则应用指南、企业

会计准则解释公告以及其他相关规定。 

2020 年 2月 21 日

董事会、监事会审

议通过 

② 

注：财政部于2019年4月30日发布了《关于修订印发2019年度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通知》（财会[2019]6号），2018

年6月15日发布的《财政部关于修订印发2018年度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通知》（财会[2018]15号）同时废止。财政部于

2019年9月19日发布了《关于修订印发合并财务报表格式（2019版）的通知》（财会〔2019〕16号），2019年1月18日发布的

《财政部关于修订印发2018年度合并财务报表格式的通知》（财会〔2019〕1号）同时废止。 

①执行新金融工具准则的说明 

本公司自2019年1月1日起执行财政部2017年修订的《企业会计准则第22号-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企业会计准则第

23号-金融资产转移》和《企业会计准则第24号-套期会计》、《企业会计准则第37号-金融工具列报》（以上四项统称<新金

融工具准则>），变更后的会计政策详见“第十二节、五、11、金融工具”。 

与2019年1月1日之前的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与新金融工具准则要求不一致的，本公司按照新金融工具准则的要求进行

衔接调整。涉及前期比较财务报表数据与新金融工具准则要求不一致的，本公司未调整可比期间信息。金融工具原账面价值

和新金融工具准则施行日的新账面价值之间的差额，计入2019年1月1日留存收益或其他综合收益。 

执行新金融工具准则对本期期初资产负债表相关项目的影响详见“第十二节、五、34、（3）2019年起执行新金融工具准

则、新收入准则或新租赁准则调整执行当年年初财务报表相关项目情况”。  

②财务报表列报项目变更说明 

财政部于2019年4月30日发布了《关于修订印发2019年度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通知》（财会〔2019〕6号），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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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9月19日发布的《关于修订印发合并财务报表格式（2019版）的通知》（财会〔2019〕16号）。对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

进行了修订，拆分部分资产负债表项目和调整利润表项目等。本公司已经根据新的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要求编制财务报表，

财务报表的列报项目因此发生变更的，已经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第30号——财务报表列报》等的相关规定，对可比期间的比

较数据进行调整。 

对可比期间的财务报表列报项目及金额的影响如下：  

单位：元 

列报项目 列报变更前金额 影响金额 列报变更后金额 备注 

应收票据  16,500,000.00 16,500,000.00  

应收账款  30,663,542.01 30,663,542.01  

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 47,163,542.01 -47,163,542.01   

应付票据  52,700,000.00 52,700,000.00  

应付账款  71,468,287.55 71,468,287.55  

应付票据及应付账款 124,168,287.55 -124,168,287.55   

（2）报告期内发生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 

（3）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本期注销子公司： 2019年6月14日，白山市罕王小石人矿业有限公司已完成工商注销和清税手续。 

 
 

 

 

银泰黄金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杨海飞 

  2020年3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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