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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重要提示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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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者应当到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等中国证监会指定媒体上

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文。 

2.  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半年度报告内容的

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

法律责任。 

3.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会议。 

4.  本半年度报告未经审计。 

5.  经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董事会未审议 2019 年半年度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二、 公司基本情况 

2.1 公司简介 

公司股票简况 

股票种类 股票上市交易所 股票简称 股票代码 变更前股票简称 

A股 上海证券交易所 赤峰黄金 600988 ST宝龙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周新兵 董淑宝 

电话 0476-8283822 0476-8283822 

办公地址 内蒙古赤峰市红山区学院北

路金石明珠写字楼A座9层 

内蒙古赤峰市红山区学院北路

金石明珠写字楼A座9层 

电子信箱 A600988@126.com A600988@126.com 

 

2.2 公司主要财务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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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837,267,600.16 7,748,234,889.97 1.1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2,619,998,511.33 2,519,663,583.49 3.98 

 本报告期 

（1-6月）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

期增减(%)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581,123,255.72 299,761,425.14 93.86 

营业收入 2,651,343,382.06 998,763,600.00 165.4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10,910,134.39 62,255,094.65 78.1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111,073,931.55 50,829,816.75 118.52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4.32 2.25 增加2.07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8 0.04 100.00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8 0.04 100.00 

 

2.3 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 股 

截止报告期末股东总数（户） 121,065 

截止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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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质押或冻结的股份

数量 

赵美光 境内自然人 30.27 431,731,982 0 质押 280,520,000 

谭雄玉 境内自然人 5.18 73,924,968 0 质押 73,924,968 

李晓辉 境内自然人 2.36 33,605,650 0 质押 33,605,650 

刘永峰 境内自然人 2.12 30,265,900 0 质押 30,265,900 

深圳前海麒麟鑫隆投资企

业（有限合伙） 

未知 
1.41 20,073,248 0 质押 6,307,734 

王国菊 境内自然人 1.04 14,768,614 0 质押 14,768,614 



周启宝 境内自然人 0.88 12,500,000 0 无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前海开源多元策略灵活配

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4,665,700 0.33 4,665,700 0 无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国泰国证有色金属行

业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 

2,963,300 0.32 4,576,506 0 无   

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前海开源沪港深隆鑫灵活

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4,106,102 0.29 4,106,102 0 无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谭雄玉、王国菊系夫妻关系，为一致行动人，公司未知

其他股东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关系。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的

说明 

不适用 

 

2.4 截止报告期末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前十名优先股股东情况表 

□适用  √不适用  

2.5 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适用  √不适用  

2.6 未到期及逾期未兑付公司债情况 

√适用□不适用  

单位:亿元  币种:人民币 

债券名称 简称 代码 发行日 到期日 债券余额 利率（%） 

赤峰吉隆黄金矿

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公司债券 

17 黄金债 136985 2017-02-27 2022-02-27 7.00 5.50 

反映发行人偿债能力的指标： 

√适用□不适用  



主要指标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资产负债率 62.48   63.52   

 本报告期（1-6月） 上年同期 

EBITDA 利息保障倍数 7.23   2.91   

关于逾期债项的说明 

□适用√不适用  

三、 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3.1 经营情况的讨论与分析 

2019 年上半年，为扭转公司在生产经营方面所处的不利局面，公司全体员工统一

思想，迅速行动，充分发扬“奋斗者”精神，坚定发展壮大主业的信心和决心，坚定执

行公司有色金属采选与资源综合回收双轮驱动、以矿为主的发展战略。2019 年上半年，

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265,134.34 万元，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净利润 11,091.01 万元，经

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58,112.33 万元，分别比上年同期增长 165.46%、78.15%

和 93.86%。其中，采矿业营业收入占主营业务收入的 66.99%，充分展现了公司聚焦

矿业主业的决心和成果。 

2019 年上半年，公司确立了未来发展“双业务”模式，一是保持现有主营业务持续

平稳运行，二是全力以赴开展有增量的新业务，为公司创造更多的业绩贡献。公司按

照“双业务”模式，对未来三年的发展做了系统而具体的规划，国内矿业部实施“建大

矿、上规模”项目，国际矿业部对 Sepon 铜金矿实施“一体两翼”发展策略，即在确

保铜、金生产稳步运营的基础上，通过加大探矿增储和低品位矿石开发利用，增加公

司资源储量和经营业绩，提升公司价值。 

2019 年上半年，公司在国内矿业部吉隆矿业、华泰矿业、五龙矿业三个矿山子公

司和国际矿业部万象矿业开展了“季季上台阶”生产经营评比活动，各子公司抓效率

提高、抓成本管控，放权赋能，落实到人。通过评比活动，公司对表现突出的生产经

营班子给予了奖励兑现，上半年有色金属采选业务产量增长、成本下降效果明显。 

为进一步提升公司资源储备、增强核心竞争力和提升可持续发展能力，公司正在

实施发行股份购买吉林瀚丰矿业科技有限公司 100%股权并募集配套资金的交易。本



次交易完成后，公司将增加铜铅锌钼等有色金属矿的储量规模和采选能力，缓解上市

公司后续资源的接续压力，进一步增强盈利能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 

3.2 与上一会计期间相比，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原因及

其影响 

□适用  √不适用  

3.3 报告期内发生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更正金额、原因及其影响。 

□适用  √不适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