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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155                           证券简称：湖南黄金                           公告编号：2020-SAR 

湖南黄金股份有限公司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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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下列董事外，其他董事亲自出席了审议本次年报的董事会会议 

未亲自出席董事姓名 未亲自出席董事职务 未亲自出席会议原因 被委托人姓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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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02,039,474 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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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湖南黄金 股票代码 0021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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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文松 崔利艳 

办公地址 
长沙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东路 211 号 1 号

栋 9 楼 

长沙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东路 211 号 1 号

栋 9 楼 

电话 0731-82290893 0731-82290893 

电子信箱 hngold_security@126.com hngold_security@126.com 

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一）报告期内公司从事的主要业务 

报告期内，公司主要从事黄金及锑、钨等有色金属矿山的开采、选矿，金锑钨等有色金属的冶炼及加工，黄金、精锑的

深加工及有色金属矿产品的进出口业务等。 

（二）主要产品及其用途 

公司主要产品为标准金锭、精锑、氧化锑、乙二醇锑、塑料阻燃母粒和仲钨酸铵，还有部分金精矿和含量锑直接对外销

售。 

黄金主要用途为国家货币的储备金、个人资产投资和保值的工具、工业、医疗领域的原材料等； 

精锑作为合金的硬化剂主要用于冶金、蓄电池及军工等工业，也是生产氧化锑的原料； 

氧化锑作为阻燃剂主要用于塑料、橡胶、油漆、纺织、化纤等工业，还用于玻璃、电子、陶瓷、荧光粉等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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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二醇锑是应用于聚酯缩聚反应最为新颖的一种催化剂； 

塑料阻燃母粒是塑料及橡胶等树脂中表现最优良的阻燃产品之一，逐步成为阻燃剂粉料的有效替代品； 

仲钨酸铵属于钨工业的中间产品，是生产硬质合金的主要原料。 

（三）公司经营模式 

公司属于有色金属矿采选行业，拥有完整的产业链和产供销体系，并拥有锑钨制品出口供货资格。公司坚持瞄准世界一

流、打造国内领先矿业企业的战略定位，坚持“矿业为主、资源为重、安全为基、效益为上”的经营理念。主要经营模式为： 

1.生产 

（1）矿山开采业务：开采资源主要以金锑（钨）伴生矿、金矿、锑矿、钨矿为主，开采方式为井下开采，选矿方式为

部分重选+浮选。采选环节的产品包括合质金、锑（金）块矿、精矿产品（包括锑金精矿、金精矿、锑精矿及钨精矿）。合

质金主要是通过重选分离矿石中单独游离的颗粒金得到。块矿是在采矿过程中得到的高品位矿石，不需要进行选矿。 

（2）冶炼加工业务：冶炼加工业务确保公司能够为市场提供合格的黄金和锑、钨产品，增强公司业务的独立性和市场

竞争能力，并获取必要的利润增值。 

公司主要有以下冶炼加工业务： 

金锑冶炼方面：公司拥有自主开发的全球领先的金锑（钨）伴生资源核心分离技术，对自产锑金原料及国内外采购的锑

金原料进行冶炼处理。锑金精矿经一系列火法（湿法）工艺处理后，将锑和金进行有效分离，生产出精锑（含量锑）和合质

金（金精矿）。 

锑冶炼方面：锑精（块）矿经一系列火法工艺处理，产出精锑或含量锑；复杂含锑物料经湿法工艺处理，直接生产氧化

锑后对外销售。 

钨冶炼方面：钨精矿经湿法工艺处理，产出仲钨酸铵（APT）。 

合质金精炼方面：自产及外购合质金通过精炼公司精炼提纯后产出标准金锭。 

（3）深加工业务：公司对黄金、锑产品进行深加工，不断满足客户需要。黄金深加工主要是加工成金条、黄金饰品后

直接面向终端客户进行销售，目前是采取代加工模式。精锑除直接销售外还可以加工成氧化锑作为阻燃产品使用，乙二醇锑

和塑料阻燃母粒是以氧化锑为主要原料进行生产。 

2.销售：公司标准黄金产品直接通过上海黄金交易所（以下简称“金交所”）网上交易平台进行销售，销售价格即为当天

金交所的市场价格，交易的结算与交收均由金交所处理。公司选冶环节生产的金精矿直接对外销售。国内锑制品主要销售给

常德锑品生产氧化锑及国内其它氧化锑生产企业、中间贸易商，冶炼环节生产的含量锑部分对外销售。钨制品主要销售给国

内硬质合金和钨粉、钨条生产企业。国外销售方面锑制品和钨制品主要通过子公司中南锑钨销往国外，销售价格主要由供需

双方参考市场价格议价确定。辰州矿业在本部开设辰州金铺，创建“辰州福1875”品牌，对外销售金条、黄金饰品等，所生产

商品的黄金原料来源于金交所，委托外部加工企业代加工。 

3.采购：公司外购原料主要包括锑精矿、锑金精矿、合质金等，通过国内和国外两个渠道采购。公司注重原料采购的稳

定性，以能稳定供货的大供应商为主要采购来源，以小量供货单位作为有力补充，国外原料主要通过子公司中南锑钨采购，

国内原料以稳定供应客户为主要采购对象，定价主要以产品市场公开成交价为依据确定。对于生产辅助材料，公司实施招标

（竞价）采购、厂家采购、网络采购等模式。对于大宗材料及重要设备，公司采取招标、议标和比价采购等形式，以市场价

格为基础进行定价。 

4.进出口贸易业务：公司进出口贸易业务主要通过旗下中南锑钨开展，每年从国外进口一定数量的高品质的锑金原料，

作为公司冶炼原料的重要补充，向欧盟、美国、日本等发达国家出口高质量的锑钨制品，与国外客户建立了长期合作共赢的

商业伙伴关系。 

（四）报告期内公司所属行业的发展阶段、周期性特点及公司所处的行业地位 

公司所属行业为贵金属黄金行业和锑钨小金属行业，均处于行业发展的平稳期。 

黄金行业：近年来，黄金行业积极响应新时代高质量发展要求，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优化产业结构，淘汰落后产能，

坚持科技创新，加快“走出去”步伐，推进绿色矿山建设，着力建设大基地，培育大集团。报告期内，在新冠肺炎疫情蔓延、

全球经济形势恶化及各国货币政策进一步宽松的情形下，黄金价格整体呈上涨并保持巨幅震荡之势。年末伦敦现货黄金定盘

价为1,891.10美元/盎司，较上年末上涨24.17%。上海黄金交易所Au9999黄金以341.95元/克开盘，年末收于390.00元/克，较

上年末上涨14.44%，全年加权平均价格为388.13元/克，同比增长25.73%。受汇率变化的影响，国际金价和国内金价变化趋

势有所差异，但均于第三季度刷新了历史新高。 

锑钨行业：我国是全球锑最大的生产国和消费国，目前国内锑行业仍以初级产品为主，但包括高纯氧化锑在内的各系列

氧化锑、乙二醇锑、锑酸钠以及阻燃母料等深加工产品的占比逐步提高。报告期内，锑市场价格总体呈现振荡下跌后逐渐回

升的运行态势。2020年国内锑锭（99.65%）平均报价为38,383元/吨，同比下降9.1%；三氧化二锑（99.5%）平均报价为35,704

元/吨，同比下降7.1%。据中国有色金属工业协会统计数据显示，2020年锑锭产量为78,145吨，同比下降5.9%；锑原料（锑

精矿及其他）产量为42,191吨，同比下降19.4%；三氧化二锑产量为93,037吨，同比增长1.7%。 

由于钨矿资源的稀缺性、冶炼和初加工产能过剩以及精深加工的高技术门槛，钨行业价值链分布呈现“两头高、中间低”

的特点，上游钨矿采选和下游高端硬质合金（特别是高精度、高性能刀具）的利润水平较高，冶炼、制粉、中低档硬质合金

及钨材利润水平相对较低。报告期内，受新冠肺炎疫情的严重冲击，国际钨市场需求持续萎缩、出口大幅下滑，全年总体维

持下跌趋势。2020年，国内市场65%黑钨精矿平均价格8.48万元/吨，同比下跌4.8%；仲钨酸铵（APT）平均价格12.75万元/

吨，同比下跌6.35%。据中国有色金属工业协会统计数据显示，2020年国内生产钨精矿（65%）138,612吨，同比减少4.67%。 

公司为全国十大产金企业之一，全球锑矿开发龙头企业，国内重要钨矿企业。子公司辰州矿业是上海黄金交易所首批综

合类会员，是中国有色金属工业协会锑业分会副会长单位，是中国钨业分会主席团成员。 

（五）报告期内进行的矿产勘探活动 

报告期内，公司积极开展探矿增储工作，共发生掘进支出51,896.11万元，其中，资本化26,960.91万元，费用化24,935.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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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元。截至报告期末，共完成开拓进尺51,305米，探矿进尺25,605米，生探进尺13,092米。截至报告期末，公司保有资源储

量矿石量6,984.92万吨，金属量：金146,468千克，锑299,733吨，钨108,59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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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 年 2019 年 本年比上年增减 2018 年 

营业收入 15,012,652,140.01 13,829,217,053.36 8.56% 12,460,909,715.7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225,265,515.78 159,789,350.80 40.98% 270,411,427.8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213,839,701.37 163,737,025.87 30.60% 266,816,728.70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975,516,299.49 830,766,906.95 17.42% 779,119,058.05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9 0.13 46.15% 0.22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9 0.13 46.15% 0.22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4.47% 3.27% 1.20% 5.78% 

 2020 年末 2019 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减 2018 年末 

资产总额 6,941,933,504.45 6,799,641,640.75 2.09% 6,887,421,789.3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5,116,191,504.55 4,945,427,814.78 3.45% 4,832,314,175.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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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756,938,820.35 3,784,117,940.73 3,568,385,664.25 3,903,209,714.6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38,238,332.85 130,013,469.54 112,340,435.63 21,149,943.4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37,535,092.80 128,523,136.72 109,961,197.24 12,890,460.21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41,475,943.30 570,471,532.74 152,021,546.05 394,499,16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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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3,856 

年度报告披露日

前一个月末普通

股股东总数 

82,3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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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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黄金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国有法人 38.72% 465,416,366    

株洲市国有资产投资控股集

团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3.65% 43,859,649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任

公司 
国有法人 2.08% 25,001,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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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 1.63% 19,607,329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境外法人 1.52% 18,251,836    

林仁平 境内自然人 0.99% 11,85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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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83% 10,000,006    

李文生 境内自然人 0.54% 6,460,896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建

信中证 500 指数增强型证券

投资基金 

其他 0.53% 6,404,947    

上海迎水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迎水高升 6 号私募证券投

资基金 

其他 0.47% 5,639,9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因公司向特定对象非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70,175,438 股已于 2016 年 10 

月 18 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前 10 名普通股东中株洲市国有资产投资

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因参与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而成为公司前 10 名普通股

股东。该名股东持有的本次非公开发行所认购的股份，于 2017 年 10 月 18

日上市流通。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明（如有） 

公司股东林仁平通过浙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

股 10,350,000 股；股东李文生通过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

易担保证券账户持股 6,428,796 股；股东上海迎水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迎水

高升 6 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通过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

证券账户持股 5,639,900 股。 

 

注：控股股东湖南黄金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参与转融通证券出借业务，截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湖南黄金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用于转融通证券出借业务的公司股份为 14,324,600 股，该部分股份所有权未发生转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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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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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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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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体经营情况概述 

报告期内，公司共生产黄金36,245千克，同比减少12.13%，其中生产标准金33,320千克，含量金2,925千克；生产锑品34,967

吨，同比减少1.07%，其中精锑10,848吨，氧化锑16,405吨，含量锑5,330吨，乙二醇锑2,384吨；生产钨品2,181标吨，同比减

少8.82%。 

其中，黄金自产4,759千克，同比减少2.2%；锑自产20,119吨，同比减少1.85%；钨精矿自产2,114标吨，同比增长10.51%。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销售收入1,501,265.21万元，同比增长8.56%；实现利润总额26,413.59万元，同比增长35.61%，实现

归属于公司股东净利润22,526.55万元，同比增长40.98%；实现每股收益0.19元。 

（二）主要工作开展情况 

1.积极应对疫情，生产经营保持稳定。 

2020年，面对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公司按照“目标不变、任务不减、指标不降”的要求，牢牢把握生产经营主动权，

疫情防控、生产经营两手抓、两不误，各子公司在生产滞后且一季度亏损的情况下，通过开展劳动竞赛、日清日结等专项活

动，多措并举抓生产，基本实现了年度产量目标和利润目标。 

2.坚持严管重罚，筑牢安全环保防线。 

公司始终坚持“生命至上、安全第一”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发展理念，深入贯彻落实“不惜一切代价保安全、保

环保”的工作要求。牢固树立“安全发展、绿色发展”理念，不断强化安全生产红线意识，构建安全生产工作体系，压实责任，

筑牢安全生产防线。扎实开展“安全生产月”“安全生产专项整治三年行动”等专项活动，深入排查安全风险隐患，扎实推进问

题整改，不断固化和提高安全环保工作水平。加大安全环保投入，推进绿色化、智慧化、数字化矿山建设和安全标准化建设，

提升科技强安和环保管控能力。辰州矿业本部被评为“国家级绿色矿山”，还有六家被评为“省级绿色矿山”。 

3.大力探矿增储，增强资源保障能力。 

公司紧紧围绕矿产资源这条生命线，强力推进探矿增储工作。坚持“探采平衡”政策，加大对现有矿权进行生产区探边扫

盲、老窿区资源回收利用、深边部接替资源勘查和探矿权找矿勘查。持续推进权证办理，积极协调甘肃加鑫探转采工作。截

至报告期末，公司保有资源储量矿石量同比增加388.32万吨，金属量：金同比增加5,558千克，锑同比增加42,266吨，钨同比

减少417吨。 

4.推动项目建设，着力提升保障能力。 

公司紧紧围绕“精细精准、创新创效”工作主线，集中精力推进各项重点工程建设。报告期内，共完成投资51,076万元。

辰州锑业替代原火法冶炼矿浆电解新工艺制备精锑项目于2021年2月27日竣工投产，进入调试运行阶段，有效解决了锑、砷

选择性分离难题与传统火法工艺的“三废”污染问题，实现了清洁环保生产。100t黄金精炼深加工、加工贸易项目一期工程已

经完工，基本实现连续稳定生产。黄金洞矿业井下采废充尾与全尾膏体胶结充填系统建设工程已经进入调试阶段。 

5.推进科技提效，提升企业竞争实力。 

公司贯彻“科技引领，技术支撑”的理念，推动公司数字化转型工作，主要矿山类子公司已启动井下数字化矿山建设。大

力推广采掘机械化、辅助系统自动化工作，全面推广耙岩机出渣工艺，子公司掘进出渣机械化普及率实现100%。全面推广

空压机、主通风机远程控制，子公司全面实现了排水自动化。辰州矿业、黄金洞矿业、安化渣滓溪、湘安钨业、隆回金杏等

公司已经建立尾砂充填系统。 

6.党建引领发展，党建生产深度融合。 

公司坚持两个“一以贯之”，落实党委会前置审议程序，建立“第一议题”工作机制，坚持把党的建设相关要求融入公司治

理各环节，把党组织内嵌于公司治理结构之中。深化“书记联项目”“党员先锋行”活动，推进重点项目达产达效。加强宣传思

想文化建设，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涌现了一大批全国、全省和全国黄金行业的先进集体、先进个人，为公司增光添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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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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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元 

产品名称 营业收入 营业利润 毛利率 
营业收入比上年同

期增减 

营业利润比上

年同期增减 

毛利率比上年

同期增减 

黄金 13,666,989,323.60 993,636,313.26 7.27% 11.46% 27.49% 0.91% 

精锑 343,042,827.74 115,123,015.77 33.56% -13.87% -18.23% -1.79% 

含量锑 107,544,650.90 42,601,903.51 39.61% 10.10% -16.74% -12.77% 

氧化锑 526,115,326.00 86,222,419.79 16.39% -11.65% -24.30% -2.74% 

乙二醇锑 65,168,897.32 1,359,730.00 2.09% -14.18% 76.98% -5.69% 

钨品 240,004,017.67 48,963,790.38 20.40% -17.76% -0.26% 3.58% 

其他 63,787,096.78 8,701,846.29 13.64% -40.85% 3.14% 5.82% 

合计 15,012,652,140.01 1,296,609,019.00 8.64% 8.56% 12.88% 0.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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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面临退市情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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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计政策的变更 

本公司于2020年3月21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和第五届监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会计政策变

更的议案》。自2020年1月1日采用《企业会计准则第14号——收入》（财会〔2017〕22号）相关规定，根据累积影响数，调

整年初留存收益及财务报表其他相关项目金额，对可比期间信息不予调整。该项会计政策变更对合并及公司财务报表列报影

响如下： 

会计政策变更的内容和原因 受影响的报表项目名称和金额 

将预收款项中包含的商品货款及增值税进行区分，其中

商品价款部分代表公司已收取客户对价而应向客户转

让商品的义务，确认为“合同负债”；增值税部分计入“应

交税费—待转销增值税”、在“其他流动负债”或“其他非

流动负债”项目列示。 

合并资产负债表：2020年1月1日减少预收款项期初

余额22,214,470.97元，增加合同负债12,945,651.88

元，增加其他流动负债1,101,095.89元，增加其他非

流动负债（1年以上的预收款项）8,167,723.20元； 

2020年12月31日合同负债列示金额44,444,759.80

元，其他流动负债列示金额514,085.73元，其他非流

动负债（1年以上的预收款项）列示金额8,387,934.34

元。 

资产负债表：无影响。 

将销售商品控制权转移前发生的履约成本（运输服务），

由原在“销售费用-运输费”列示调整至“营业成本”列

示。 

合并利润表：减少2020年度销售费用23,418,037.29

元，增加2020年度营业成本23,418,037.29元。 

利润表：无影响。 

2、会计估计的变更 

本公司本期无需披露的会计估计变更事项。 

3、前期会计差错更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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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本期无需披露的前期差错更正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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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期内，公司全资子公司湖南辰州矿业有限责任公司设立子公司湖南辰州黄金精炼有限公司，成立日期2020年4月10日。

湖南辰州黄金精炼有限公司纳入公司合并报表范围。 

 

 

湖南黄金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王选祥 

2021年3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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