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银泰资源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1 

证券代码：000975                               证券简称：银泰资源                        公告编号：2018-054 

银泰资源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一、重要提示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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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定媒体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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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计划不派发现金红利，不送红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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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银泰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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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电话 010-85171856 010-85171856 

电子信箱 975@ytr.net.cn 975@ytr.net.cn 

2、主要财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追溯调整或重述原因 

会计政策变更；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

期增减 

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后 

营业收入（元） 2,095,835,620.98 430,597,507.26 810,100,739.21 158.7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272,680,627.96 104,102,976.01 105,929,377.59 157.4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的净利润（元） 
260,575,011.41 96,217,632.06 95,617,746.51 172.52%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348,478,300.15 192,601,805.95 373,517,174.31 -6.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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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375 0.0962 0.0656 109.60%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375 0.0962 0.0656 109.6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3.29% 2.71% 2.25% 1.04%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

度末增减 

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后 

总资产（元） 10,746,608,586.57 5,195,742,117.51 11,325,991,472.36 -5.1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8,156,445,761.29 3,890,515,356.65 5,030,569,634.07 62.14% 

1、会计政策变更的原因及会计差错更正的情况 

根据第七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的《关于公司会计政策变更及会计估计变更的议案》，为保持新增矿山公司与原有矿

山公司的采矿权及地质成果摊销核算方法的一致性，公司自 2018 年 1 月 1 日起将采矿权及地质成果摊销核算方法由原来全

部计入当期管理费用变更为计入相关矿石成本，按照合理的方法在当期销售成本与期末留存存货成本进行分配，本次核算方

法的变更采用追溯调整法处理。 

2、同一控制下合并 

2017年12月25日，公司取得中国证监会《关于核准银泰资源股份有限公司向沈国军等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批复》（证监许可

〔2017〕2365号），向沈国军等8名交易对方发行股份购买上海盛蔚89.38%股权。所有交易对方于2018年1月10日就其持有

的上海盛蔚股份办理了转让手续，上海盛蔚成为公司全资子公司。由于公司与上海盛蔚在合并前后均受沈国军实际控制且该

控制并非暂时性，因此上述合并属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本期初纳入合并报表范围。根据《企业会计准则》及其相关指南、

解释等规定编制合并资产负债表时，应当调整合并资产负债表的期初数，同时应当对比较报表的相关项目进行调整。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22,9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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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水 境内自然人 15.74% 312,138,102 242,831,756 质押 201,319,998 

中国银泰投资

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14.30% 283,652,107 52,500,000 质押 217,980,000 

程少良 境内自然人 7.44% 147,535,745 62,653,781 质押 66,380,000 

沈国军 境内自然人 6.07% 120,392,327 101,246,882 质押 117,592,3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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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侯仁峰 境内自然人 3.25% 64,485,077  质押 60,708,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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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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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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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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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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计控制银泰资源 20.37%股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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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孙田志通过投资者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 21,660,000 股。 

4、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控股股东报告期内变更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控股股东未发生变更。 

实际控制人报告期内变更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更。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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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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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在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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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是否需要遵守特殊行业的披露要求 

否 

（一）总体经营情况 

2017年12月25日，公司取得中国证监会《关于核准银泰资源股份有限公司向沈国军等发行股份购买资

产的批复》。2018年1月10日，上海盛蔚股权过户的相关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办理完毕，银泰资源通过持有

上海盛蔚100%股权间接控制黑河洛克、吉林板庙子和青海大柴旦3座金矿矿山。2018年1月26日，本次非公

开发行的新股全部上市。 

2018年上半年，全球经济遇到的风险和困难逐步增多，主要经济体增长放缓、通胀上升，紧缩货币政

策周期开启，与此同时，贸易保护主义抬头。我国在外部不利因素增多的情况下，上半年经济形势整体保

持稳健。 

有色行业方面，2018年上半年有色景气有所回落，有色价格表现较为疲软，锌银价格下跌。黄金矿山

企业面临的情况不容乐观，受自然保护区等生态功能区内清理矿权、矿业权出让收益改革等政策措施的影

响，部分黄金矿山企业减产、关停整改或无法延续矿权，致使我国黄金产量延续了去年的下降趋势，各重

点产金省、重点产金企业矿产金均出现不同程度的下跌。但银泰资源因黑河洛克自去年底投产后平稳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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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量大幅增长，已跻身全国矿产金产量前列。 

面对复杂多变的经济环境，公司管理层认真做好现有矿山的经营管理、资源勘查、技术改造，立足现

有矿山为投资者带来持续稳定的回报。2018年上半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209,583.56万元，比去年同期增

长158.71%，主要是由于本期上海盛蔚纳入合并范围和银泰盛鸿贸易收入大幅增长。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利润27,268.06万元，比去年同期增长157.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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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年上半年，玉龙矿业实现营业收入19,736.10万元，净利润约11,140.98万元。玉龙矿业本期重点工

作的完成情况如下： 

（1）勘查工作 

201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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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勘探工作完成了工程工作，正在进行勘探报告的编制与评审，

1118高地勘查工作取得重大进展，预计在2019年上半年完成勘探报告编制工作。采矿区内生产勘探加大了

705m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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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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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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计最大井深600m左右，最大提升能力3,500吨/日，设计概算投

资4.02亿元。截至本报告期末，所有井筒均已落底，并完成四条竖井的井架安装及井筒装备安装。预计2018

年年底完成主竖井井塔施工及井筒装备安装，2019年下半年完成安全验收投入使用。 

2、黑河洛克矿业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黑河洛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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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埃尔

拉多购买东安金矿后，一直未能办理采矿权证，矿山建设处于半停滞状态。2016年11月上海盛蔚现金收购

完成，公司积极推进东安金矿的各项工作，历时十个月的时间，完成资源储量核实、储量占用登记、领取

采矿许可证、办理征林征地手续、完成选矿厂补充建设、尾矿库设计、招标、建设以及采矿设计和基建剥

离工作，并于2017年9月29日正式生产出第一批合质金。2018年上半年，为适应新阶段的管理要求，公司

大力加强组织和制度建设，保证了东安金矿各项生产经营活动的正常运行。2018年上半年生产黄金1.93吨，

销售黄金1.427吨，平均入选品位16克/吨，实现净利润约22,502.96万元。  

3、吉林板庙子矿业有限公司 

吉林板庙子拥有的金英金矿黄金品位良好，金金属量约32吨。2018年上半年，公司加强地质勘查探矿

工作，井下和探矿权区域勘探均有新的发现，为公司增加新的资源储备。同时积极推进各项工程建设，狠

抓安全生产，进行复垦和环境绿化，细化管理，降低成本，本报告期生产黄金1.19吨，平均入选品位3.35

克∕吨，实现净利润约10,435.74万元。   

4、青海大柴旦矿业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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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海大柴旦开矿条件较好，同时拥有广阔的勘探权，具有很好的增储前景。2017年度滩间山通过勘探

新增金金属量约12.66吨，平均品位4.5克/吨，目前青海大柴旦累计黄金资源量已达45吨。2017年青海大柴

旦停产进行开采方式的转变，由露采转地下开采，预计将于2019年上半年恢复生产。 

5、银泰盛鸿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 

2018年上半年，银泰盛鸿实现业务新品种开拓，由2017年的4个品种铅、锌、白银、锡扩展到目前铅、

锌、白银、锡、镍、铝、铜、黄金，涵盖了上海期货交易所全部金属品种。并且银泰盛鸿通过营业范围的

更改和税务局登记备案，具备了买卖现货黄金的业务资质。另外，银泰盛鸿完成子公司银泰盛鸿新加坡公

司和银泰永亨贸易公司的设立，为海外业务拓展和扩大业务规模奠定基础。2018年上半年，银泰盛鸿实现

营业收入13.28亿元，比去年同期增长1,458%；净利润425.25万元，比去年同期增长473%。 

2、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1）与上一会计期间财务报告相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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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计政策变更 

财政部于2017年陆续颁布或修订了一系列企业会计准则，本公司已按要求执行新的会计准则，并按照

新准则的衔接规定对比较财务报表进行调整。因新准则的实施而进行的会计政策变更对本公司财务报表未

产生重大影响。 

    （1）本公司自2017年5月28日起执行财政部于2017年4月28日发布的《企业会计准则第 42 号---持有待

售的非流动资产、处置组和终止经营》（财会〔2017〕13号），本次会计政策变更采用未来适用法处理。

公司2017年度无重大该准则规范的持有待售的非流动资产、处置组和终止经营事项，且该项会计政策变更

不涉及对比较数据进行追溯调整，故该项会计政策的变更对公司的净资产和净利润不产生影响。 

    （2）本公司自2017年6月12日起执行财政部于2017年5月10日发布的《企业会计准则第 16 号---政府补

助》（财会〔2017〕15号）。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第16号—政府补助》规定，对2017年1月1日存在的政府

补助采用未来适用法处理，对2017年1月1日至新政府补助准则实施日之间新增的政府补助根据新政府补助

准则进行调整，可比会计期间的财务报表不进行追溯调整，对公司以前各年度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不产生

影响。公司将按照准则要求修改财务报表并按照实际情况列报。 

    （3）本公司完成重大资产收购后，3个新增矿山公司纳入合并范围，为保持新增矿山公司与原有矿山

公司的存货核算方法的一致性，公司对采矿权及地质成果摊销核算方法做出相应变更。 

     新增矿山公司根据《会计准则第6号——无形资产》及其应用指南规定，将采矿权摊销计入矿石成本。  

原有矿山公司玉龙矿业根据财政部《关于印发企业和地质勘查单位探矿权采矿权会计处理规定的通知》（财

会字[1999]40号）和《企业探矿权采矿权会计处理规定》等相关规定，参考同行业其他上市公司的处理，

将采矿权摊销计入当期管理费用。 

为更加准确地核算当期产品销售及期末存货成本，公司自2018年1月1日起统一核算方法，将采矿权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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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质成果摊销核算方法由原来全部计入当期管理费用变更为计入相关矿石成本，按照合理的方法在当期销

售成本与期末留存存货成本进行分配。 

本次会计核算方法的变更涉及的业务范围为控股子公司内蒙古玉龙矿业股份有限公司，本次核算方法

的变更采用追溯调整法处理。 

①采用变更后会计政策编制的2018年6月30日合并资产负债表及母公司资产负债表各项目、2018年1-6

月合并利润表及母公司利润表各项目，与假定采用变更前会计政策编制的这些报表项目相比，受影响项目

的增减情况测算如下： 

单位：元 

项目名称 合并报表  母公司  

存货 66,540,864.64 - 

未分配利润 51,016,747.84 - 

营业成本 20,708,782.07 - 

管理费用 -31,450,568.15 - 

利润总额 10,741,786.08 -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8,235,705.90 - 

②变更对比较期间财务报表的影响 

采用变更后会计政策编制的2017年1-6月合并利润表及母公司利润表各项目、2018年期初合并资产负债

表及母公司资产负债表各项目，与采用变更前会计政策编制的这些报表项目相比，受影响项目的增减情况

测算如下： 

单位：元 

项目名称 合并报表  母公司  

存货 55,799,078.56 - 

未分配利润 42,781,041.93 - 

营业成本 34,736,140.06 - 

管理费用 -33,953,712.63 - 

利润总额 -782,427.43 -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599,885.55 - 

会计估计变更  

本公司于 2018 年 4 月 25 日召开的第七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和第七届监事会第二次会议分别审议通过

了关于会计政策变更和会计估计变更的议案。 

本公司变更了应收款项计提坏账准备的会计估计，对合并范围内关联方之间形成的应收款项划分为合

并报表范围内关联方组合，单独进行减值测试，测试后未减值的不计提坏账准备；测试后有客观证据表明

可能发生了减值，按预计未来现金流量现值低于其账面价值的差额计提坏账准备，计入当期损益。 

1、变更前公司采用的会计估计： 

合并报表范围内关联方之间形成的应收款项按账龄组合，以账龄作为划分类似信用风险特征的标准计

提坏账准备。 

组合名称 坏账准备计提方法 

账龄组合 
未单项计提坏账准备以及经单独测试未减值的应收款项，以账龄作为划分类似信用风险特征的标准，同一

类似信用风险特征的应收款项按照同一比例估计计提坏账准备 

2、变更后公司采用的会计估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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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加关联方组合，合并报表范围内关联方之间形成的应收款项，单独进行减值测试，除有确凿证据表

明发生减值外，不计提坏账准备。 

组合名称 坏账准备计提方法 

关联方组合 
合并报表范围内关联方之间形成的应收款项，单独进行减值测试，除有确凿证据表明发生减值外，不计提

坏账准备。 

账龄组合 
以账龄作为划分类似信用风险特征的标准，同一类似信用风险特征的应收款项按照同一比例估计计提坏账

准备 

本次会计估计变更对公司的影响：公司自2018年1月1日起对坏账准计提方法进行变更，本次会计估计

的变更采用未来适用法，无需对已披露的财务报告进行追溯调整，由于合并范围内已做抵消处理不会对公

司已披露的合并财务报表产生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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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上一会计期间财务报告相比，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2017年12月25日，公司取得中国证监会《关于核准银泰资源股份有限公司向沈国军等发行股份购买资

产的批复》（证监许可〔2017〕2365号），向沈国军等8名交易对方发行股份购买上海盛蔚89.38%股权。

所有交易对方于2018年1月10日就其持有的上海盛蔚股份办理了转让手续，上海盛蔚成为公司全资子公司。

由于公司与上海盛蔚在合并前后均受沈国军实际控制且该控制并非暂时性，因此上述合并属同一控制下企

业合并，本期初纳入合并报表范围。根据《企业会计准则》及其相关指南、解释等规定编制合并资产负债

表时，应当调整合并资产负债表的期初数，同时应当对比较报表的相关项目进行调整。 

 

 

 

 

 

 

 

 

 

 

  银泰资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董事长： 杨海飞 

        二○一八年八月二十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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