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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155                           证券简称：湖南黄金                           公告编号：2019-SAR 

湖南黄金股份有限公司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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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异议声明 

姓名 职务 内容和原因 

声明 

除下列董事外，其他董事亲自出席了审议本次半年报的董事会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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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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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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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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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元） 8,374,948,304.25 6,564,656,432.67 27.5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84,041,343.56 138,159,744.62 -39.1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的净利润（元） 
83,921,637.40 131,203,368.29 -36.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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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143,206,543.61 119,737,196.27 19.60%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699 0.1149 -39.16%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699 0.1149 -39.16%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72% 2.98% -1.26%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

减 

总资产（元） 7,035,549,163.37 6,887,421,789.39 2.1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4,892,801,171.74 4,832,314,175.39 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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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5,1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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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湖南黄金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国有法人 39.91% 479,740,9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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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国社保基金一零三组合 其他 1.00% 12,000,000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中证 500 交易型开放式指

数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0.84% 10,152,600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诺安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

投资基金 

其他 0.83% 9,999,788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境外法人 0.66% 7,910,854    

湖南银太集团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0.48% 5,758,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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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46% 5,510,301    

中国工商银行－浦银安盛价

值成长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0.33% 4,000,000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浦

银安盛增长动力灵活配置混

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0.33% 4,000,0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公司发起人股东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也不属于一致行动人；未知其他股东相互

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知是否属于一致行动人。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明（如有）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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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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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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1）公司债券基本信息 

债券名称 债券简称 债券代码 到期日 债券余额（万元） 利率 

2012 年公司债券（第一期） 12 湘金 01 112128 2019 年 11 月 07 日 50,000 5.70% 

（2）截至报告期末的财务指标 

单位：万元 

项目 本报告期末 上年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末增减 

资产负债率 29.16% 28.49% 0.67% 

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EBITDA 利息保障倍数 8.64 9.72 -1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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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体经营情况概述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销售收入837,494.83万元，同比增长27.58%；实现利润总额9,738.43万元，同比减少41.10%；实现归

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8,404.13万元，同比减少39.17%；实现每股收益0.0699元。 

报告期内，公司共生产黄金27032千克，同比增长32.30%，其中生产标准金25771千克，含量金1461千克；黄金自产产

量2290千克，同比下降1.04%；生产锑品19528吨，同比增长17.03%，其中精锑6154吨，氧化锑8717吨，含量锑3469吨，乙

二醇锑1119吨，塑料母粒69吨，生产钨品1185标吨，同比增长1.04%。 

（二）主要工作开展情况 

1. 把握生产主动权，强化生产组织 

报告期内，公司统筹安排，精心组织生产，确保年度利润目标。通过加强调度指挥，提高设备运转率，实现采选冶高效

联动；通过加强生产能力调研，推进高效采矿方法试验，开展矿石质量专项整治等措施提质增效，促进生产任务的实现。 

2. 持续推进精细化，有效控制成本 

报告期内，公司积极应对锑钨产品价格走低的市场形势，持续开展“全流程精细化成本管控”、“从严治厂”和“瘦身、减

债、健体”三个专项活动，挖潜增效。推进精细化采矿和班组成本核算，持续开展比技术指标、比单位成本、比技术创新等

劳动竞赛活动，降低变动成本；抓好用电管理，降低电耗成本；规范供应采购管理，比质比价，降低采购成本；加强“两金”

监管，控减资金成本。 

3. 加强项目建设，增强持续发展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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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期内，共完成投资25,479.33万元。重点工程进展如下： 

辰州矿业本部沃溪坑口技术改造工程：2#明竖井于2018年12月26日竣工投产，并于2019年6月27日完成外部质量验收，

正在进行配套完善工作。黄金洞矿业采选1600t/d提质扩能工程：主要工程已投入运行，正在进行采选系统的完善。大万矿

业采选1400t/d提质扩能工程：主要提升系统已投入运行，正在进行配套完善工作，白荆工区盲竖井目前完成前期准备工作，

正在进行工程勘察。辰州锑业替代原火法冶炼矿浆电解新工艺制备精锑项目：已取得建设规划许可证，质监、安监手续报备

完成，正在积极推进主体工程建设。100t黄金精炼深加工、加工贸易项目：6月15日举行了单机联机运行调试启动仪式，正

在推进土建及等配套完善工作，预计9月底试车运行。辰州矿业本部尾砂库治理项目：正在施工建设新排洪隧洞。甘肃加鑫

新尾矿库建设工程：正在规划选址。东港锑品含锑多金属物料综合回收及利用项目：已完成项目规划选址、省国资委备案和

省发改委立项核准工作。 

4. 坚持安全不放松，环保不松懈 

报告期内，公司安全环保形势总体平稳。公司采取了多项措施，并取得了较好的效果：牢固树立“安全生产、绿色发展”

理念，组织开展“珍爱生命”三年行动计划及“安全生产月”和“安全生产三湘行”活动，坚决执行“无支护，不作业”铁律，持续

强化安全环保教育培训，加大安全环保事故考核及责任追究力度，提升全员安全环保意识。通过推进“双重预防机制”建设，

既抓隐患排查又强化危险源管控，从源头辨识危险源、管控风险；开展安康杯知识竞赛、纪念“6.5 世界环境日”等安全生产

月活动，营造浓厚的安全生产氛围；全面落实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筑牢“红线意识”和“底线思维”，提高全员安全生产和

环境保护意识；坚决执行“十大禁令”，加强劳动纪律的常态化监督，强化全面“痕迹”管理工作。 

5. 深化改革，激发内部动力  

按照中央和省委关于国企改革的总要求，继续稳步推进三项制度改革，创新用人用工体制机制。完善绩效考核，推进模

拟市场考核机制，增强生产单位效益意识、算账意识；完善中管层考核体系和职业发展通道建设，充分调动了员工的积极性

和创造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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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017年3月，财政部发布了《关于印发修订〈企业会计准则第22号——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的通知》、《关于印发

修订〈企业会计准则第23号——金融资产转移〉的通知》、《关于印发修订〈企业会计准则第24号——套期会计〉的通知》；

2017年5月2日，财政部发布了《关于印发修订〈企业会计准则第37号——金融工具列报〉的通知》，公司自2019年1月1日起

施行。准则规定，在准则实施日，企业应当按照规定对金融工具进行分类和计量，涉及前期比较财务报表数据与本准则要求

不一致的，无需调整。金融工具原账面价值和在本准则实施日的新账面价值之间的差额，需要调整2019年初财务报表相关项

目金额。 

    2.根据财政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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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对财务报表格式进行

了以下修订： 

（1）将资产负债表“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项目拆分为“应收票据”和“应收账款”二个项目； 

（2）将资产负债表“应付票据及应付账款”项目拆分为“应付票据”和“应付账款”二个项目。 

上述会计政策变更已经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相应会计报表项目变动详见2019年半年度财务报告之“五、合并财务报表

主要项目注释”之“44、重要会计政策和会计估计变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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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报告期无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 

 

 

湖南黄金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黄启富 

2019 年 8 月 2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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