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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重要提示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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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者应当到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等中国证监会指定媒体上仔细阅读年度报告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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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永拓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本公司出具了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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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永拓会计师事务所审计，公司 2019年实现归属于母公司净利润为 5,804.35 万元，拟按照

每 10股 0.024 元进行 2019 年利润分配，共计分配利润 17,771,458.83元，涉及利润分配缴纳税

金的，税金由各股东自行承担，分配比例为当年归属于母公司净利润的 30.62%。 

以上利润分配方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二 公司基本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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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白银有色 601212 不适用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孙茏 谢春生 

办公地址 甘肃省白银市白银区友好路96号 甘肃省白银市白银区友好路96号 

电话 0943-8810832,0943-8812047 0943-8810832,0943-8812047 

电子信箱 bygs@bynmc.com bygs@bynmc.com 

 

2 报告期公司主要业务简介 

（一）主要业务 

本公司的主营业务为铜、铅、锌、金、银等多种有色金属的采选、冶炼、加工及贸易，业务

覆盖有色金属勘探、采矿、选矿、冶炼、加工于一体的全产业链，涉及国内、国外等多个地区，

是具有深厚行业积淀并初步形成国际布局的大型有色金属企业。 

（二）经营模式 

1.生产模式： 

报告期内公司主要生产铜、锌、铅、金、银，并综合回收铜、锌、铅、金、银、镍、碲、硒、



铂、钯、铟、铼、铋等多种稀贵金属和硫酸。 

在铜冶炼方面，采用“闪速炉”和“新型白银铜熔池熔炼炉”冶炼工艺。 

在铅锌领域，采用低污染黄钾铁矾湿法炼锌工艺、ISP 炼锌工艺，工艺技术先进，互补优势明

显。 

生产管理上依靠 GB/T 19001-2015 质量管理、ISO 14001：2015 环境管理、GB/T 28001-2011 职

业健康安全管理三体系持续有效运行，并通过导入 GB/Z 19579—2012 卓越绩效管理，保证产品质

量受到严格控制。 

2.采购模式 

公司的采购模式主要分为国内原料和进口原料采购。 

国内原料采购分为矿山直接采购和贸易商采购两种模式，根据地域优势，优先选择矿山直供，

其次是供货稳定、供货量大的贸易商，采取长单与现货采购结合、到货付款、到厂交货、到厂检

验等模式。 

进口原料采购以陆运精矿采购为主，海运精矿采购为辅，海运矿主要用于过冬原料储备。 

公司在原料采购过程中充分发挥生产工艺优势，采购有价格优势和高附加值的原料，做到现

货与期货结合，做好原料的定价和保值。 

3.销售模式 

公司产品的销售主要有两种方式。 

一是白银本地销售，主要是针对硫酸、渣类物资、废旧物资的本地销售。 

二是以公司下属全资子公司上海红鹭国际贸易有限公司为平台，通过白银本部集中交易的方

式，实现对铜、铅、锌主要产品的销售，形成异地销售网络，并根据市场需求设立异地仓储库。 

销售网络既直接面向市场，掌握当地市场需求，又能及时了解客户信息，同时也能做好售后

服务。公司随时根据市场走势调整销售价格和销售策略，有效应对市场变化。 

（三）行业情况说明 

2019 年，有色金属行业深入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和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持续深化供给侧

结构性改革，统筹推进做优增量、优化存量与提质增效等各项工作，严控新增产能，加快传统行

业智能化、绿色化改造，行业运行情况总体平稳。 

2019 年，我国十种有色金属产量达到了 5842 万吨，同比增长 3.5%，增幅同比回落 2.5 个百

分点。规上有色金属工业增加值增长 8.2%，高于工业平均 2.5 个百分点。有色行业固定资产投资

扭转一季度以来同比大幅下降的趋势，全年投资累计增长 2.1%，其中矿山投资同比增长 6.8%，冶



炼及加工行业投资同比增长 1.2%，行业节能减排技术改造、高端材料等领域的投资不断加快。 

注：行业情况说明来源工业和信息化部。 

 

3 公司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3.1 近 3 年的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2019年 2018年 

本年比上年 

增减(%) 
2017年 

总资产 48,550,386,627.70 45,696,878,957.71 6.24 46,982,927,761.67 

营业收入 61,700,280,812.11 61,946,574,275.84 -0.40 56,634,276,870.86 

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净利

润 

58,043,486.30 25,900,703.49 124.10 239,330,108.65 

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扣除

非经常性损益

的净利润 

-784,282,216.81 -96,058,056.92   74,283,238.52 

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净资

产 

14,065,491,592.54 9,658,699,221.10 45.63 10,366,330,880.40 

经营活动产生

的现金流量净

额 

2,518,107,224.65 3,030,955,607.86 -16.92 -1,235,743,703.82 

基本每股收益

（元／股） 

0.008 0.004 100 0.035 

稀释每股收益

（元／股） 

0.008 0.004 100 0.035 

加权平均净资

产收益率（%

） 

0.48 0.26 增加0.22个百

分点 

1.97 

 

3.2 报告期分季度的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第一季度 

（1-3 月份） 

第二季度 

（4-6 月份） 

第三季度 

（7-9 月份） 

第四季度 

（10-12 月份） 

营业收入 11,811,355,418.99 14,876,886,025.58 14,963,624,688.59 20,048,414,678.9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 
307,442,898.57 -8,528,899.96 98,062,887.74 -338,933,400.0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

净利润 

44,115,967.55 -67,438,027.97 947,872.72 -761,908,029.11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量净额 
918,565,739.15 34,403,932.30 1,071,862,952.86 493,274,600.34 

 



季度数据与已披露定期报告数据差异说明 

√适用 □不适用  

公司将第一黄金公司持有的斯班一公司股份中 9600 万股和 2018 年股利分配所得的股票

16,859,593 股在交易性金融资产列报；剩余的 325,489,829 股补充指定为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

计入其他综合收益的金融资产，在其他权益工具投资列报，该指定从 2019 年 1 月 1 日执行，上述

事项影响了 2019 年前三季度财务数据，公司对已披露的前三季度数据进行了追溯调整。 

 

4 股本及股东情况 

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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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止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159,326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末的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156,310 

截止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0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0 

前 10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全称） 
报告期内增减 期末持股数量 

比例

(%) 

持有有限售条

件的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东 

性质 

股

份 

状

态 

数量 

中信国安集团有

限公司  

0 2,250,000,000 30.39 2,250,000,000 质

押 

2,247,610,300 境内

非国

有法

人 

甘肃省人民政府

国有资产监督管

理委员会 

0 2,111,577,513 28.52 2,111,577,513 无 0 国家 

瑞源（上海）股

权投资基金合伙

企业（有限合伙） 

-346,977,500 437,991,400 5.91 0 无 0 境内

非国

有法

人 

甘肃省新业资产

经营有限责任公

司 

0 391,342,544 5.29 391,342,544 质

押 

195,671,272 国有

法人 

中国信达资产管

理股份有限公司 

0 374,895,303 5.06 0 无 0 国有

法人 

中非发展基金有

限公司 

239,369,624 239,369,624 3.23 239,369,624 无 0 国有

法人 

中国中信集团有

限公司 

0 195,671,272 2.64 195,671,272 无 0 国有

法人 

平安银行股份有 74,042,600 74,042,600 1.00 0 无 0 未知 



限公司－中证

800 交易型开放

式指数证券投资

基金 

甘肃长城兴陇丝

路基金管理有限

公司－甘肃长城

兴陇丝路基金

（有限合伙） 

69,918,699 69,918,699 0.94 69,918,699 无 0 国有

法人 

全国社会保障基

金理事会转持一

户 

-421,985 59,699,453 0.81 59,699,453 无 0 国有

法人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

说明 

甘肃省新业资产经营有限责任公司为甘肃省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

管理委员会的全资子公司。中国中信集团有限公司持有中信国安集团有

限公司 20.945%股权，中国中信集团有限公司是中信国安集团有限公司

第一大股东。除此之外，公司未知前十名其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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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 

 

4.2 公司与控股股东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的方框图 

□适用  √不适用  

 

4.3 公司与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的方框图 

□适用  √不适用  

4.4 报告期末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 10 名股东情况 

□适用  √不适用  

5 公司债券情况 

□适用  √不适用  

三 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1 报告期内主要经营情况 

2019 年全年，公司采选系统产出精矿铜铅锌钼金属量 18.62 万吨，其中，精矿含铜 4.23 万

吨；精矿含锌 12.47万吨；精矿含铅 1.90万吨；精矿含钼 112吨。公司冶炼系统实际产出铜铅锌

金属产品总量 44.79万吨，其中：铜 12万吨；铅 1.9 万吨；锌 30.9万吨；产出黄金 8338千克；

白银 162吨；硫酸 103.78万吨。 

根据经审计的按中国会计准则编制的 2019年度合并财务报表，本公司的合并营业收入为人民

币 61,700,280,812.11 元；实现利润总额人民币 369,018,959.25 元；实现净利润人民币

249,294,753.18元；实现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人民币 58,043,486.30元。 



2 导致暂停上市的原因 

□适用  √不适用  

3 面临终止上市的情况和原因 

□适用  √不适用  

4 公司对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变更原因及影响的分析说明 

√适用 □不适用  

1.财政部于2017年3月31日分别发布了《企业会计准则第22号——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2017

年修订）》（财会〔2017〕7号）、《企业会计准则第23号——金融资产转移（2017年修订）》（财会〔2017〕

8号）、《企业会计准则第24号——套期会计（2017年修订）》（财会〔2017〕9号），于2017年5月2

日发布了《企业会计准则第37号——金融工具列报（2017年修订）》（财会〔2017〕14号）（上述准

则以下统称“新金融工具准则”），要求在境内上市的企业自2019年1月1日起执行。 

经本公司2019年1月2日董事会决议通过，本公司按照财政部的要求时间开始执行前述新金融

工具准则。 

在新金融工具准则下所有已确认金融资产其后续均按摊余成本或公允价值计量。在新金融工

具准则施行日，以本公司该日既有事实和情况为基础评估管理金融资产的业务模式、以金融资产

初始确认时的事实和情况为基础评估该金融资产上的合同现金流量特征，将金融资产分为三类：

按摊余成本计量、按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其他综合收益及按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

期损益。其中，对于按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其他综合收益的权益工具投资，当该金融资产

终止确认时，之前计入其他综合收益的累计利得或损失将从其他综合收益转入留存收益，不计入

当期损益。 

在新金融工具准则下，本公司以预期信用损失为基础，对以摊余成本计量的金融资产、以公

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其他综合收益的债务工具投资、租赁应收款及财务担保合同计提减值准

备并确认信用减值损失。 

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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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公司不进行调整。金融工具原账面价值和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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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的留存收益或其他综合收益。 

2.公司自2019年1月起执行新金融工具准则。鉴于第一黄金公司为公司境外下属公司，其对斯

班一公司未按照企业会计准则要求进行专项指定。 

为了加强境外投资风险管控，优化对斯班一的股权投资，公司分别于2018年2月、2019年2月

和2020年2月召开董事会审议通过关于授权适时减持斯班一股票的相关提案，同意第一黄金公司在

相应的授权期限和授权范围内适时减持斯班一股票。2019年12月和2020年2月第一黄金陆续完成斯

班一公司1490万股（股利所得股票）和9600万股的减持。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指定信息披露媒体

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相关公告。 

基于上述原因，2019年年底，经审计机构审计及公司对新准则的审慎研究，认为第一黄金公

司将斯班一公司股权全部作为非交易性权益工具投资，在其他权益工具投资列报存在不准确性，

因此需要将以出售为目的的部分股权分类为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

第一黄金公司持有的斯班一公司股份中9600万股和2018年股利分配所得的股票16,859,593股在交

易性金融资产列报；剩余未获授权的股份325,489,829股补充指定为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

其他综合收益的金融资产，在其他权益工具投资列报，该指定从2019年1月1日执行。 

5 公司对重大会计差错更正原因及影响的分析说明 

□适用 √不适用  



6 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对财务报表合并范围发生变化的，公司应当作出具体说明。 

√适用□不适用  

（1）本期合并财务报表范围 

本期纳入合并范围的子公司共有 25 家，其中，全资子公司 20 家，控股子公司 5家。具体情

况详见八、合并范围变更及九、在其他主体中的权益。 

（2）本期合并财务报表范围变化情况 

本期新增纳入合并范围的子公司包括：非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取得子公司中非黄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