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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重要提示 

1.1  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季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

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1.2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审议季度报告。 

 

1.3  公司负责人沈杰、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李克勤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李克勤

保证季度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1.4  本公司第一季度报告未经审计。 

 

二、 公司主要财务数据和股东变化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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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46,836,089.07 3,329,694,918.80 -8.50 

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净资产 

2,132,261,965.18 2,156,610,641.76 -1.13 

 年初至报告期末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比上年同期增减(%) 

经营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量净额 

-118,048,879.17 224,778,307.64 -152.52 

 年初至报告期末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比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 461,028,675.93 612,566,247.63 -24.74 

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净利润 

-23,829,777.04 -25,911,289.47 -8.03 

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

润 

-29,917,001.65 -30,769,035.10 -2.77 

加权平均净资产

收益率（%） 

-1.11 -1.10 减少 0.01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

（元/股） 

-0.04 -0.05 -12.83 

稀释每股收益

（元/股） 

-0.04 -0.06 -27.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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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适用 □不适用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本期金额 说明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 6,903,525.09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但与公

司正常经营业务密切相关，符合国

家政策规定、按照一定标准定额或

定量持续享受的政府补助除外 

717,909.65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

和支出 

-10,299.7  

其他符合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的损益

项目 

  

所得税影响额 -1,523,910.43  

合计 6,087,224.61  

 

 

2.2 截止报告期末的股东总数、前十名股东、前十名流通股东（或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表 

单位：股 

股东总数（户） 27,677 

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全称） 
期末持股 

数量 

比例

(%) 

持有有限售

条件股份数

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东性

质 
股份状

态 
数量 

宁波炬泰投资管理有

限公司 
173,840,117 31.96 0 质押 149,686,054 

境内非

国有法

人 

陕西省国际信托股份

有限公司－陕国

投·持盈 35号证券投

资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53,516,410 9.84 0 无 0 未知 

华信万达期货股份有

限公司－陕西省国际

信托股份有限公司－

陕国投·聚宝盆 66号

证券投资集合资金信

托计划 

52,001,590 9.56 0 无 0 未知 

李云卿 20,856,400 3.83 17,527,000 无 0 
境内自

然人 

白锦媛 13,200,000 2.43 13,200,000 无 0 
境内自

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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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美红 4,602,422 0.85 0 无 0 
境内自

然人 

高峰 3,974,100 0.73 0 无 0 
境内自

然人 

刘超 3,574,800 0.66 0 无 0 
境内自

然人 

汤玉泉 2,983,900 0.55 0 无 0 
境内自

然人 

雷晓莉 2,602,400 0.48 0 无 0 
境内自

然人 

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流

通股的数量 

股份种类及数量 

种类 数量 

宁波炬泰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173,840,117 人民币普通股 173,840,117 

陕西省国际信托股份有限公司－陕国

投·持盈 35号证券投资集合资金信

托计划 

53,516,410 人民币普通股 53,516,410 

华信万达期货股份有限公司－陕西省

国际信托股份有限公司－陕国投·聚

宝盆 66号证券投资集合资金信托计

划 

52,001,590 人民币普通股 52,001,590 

周美红 4,602,422 人民币普通股 4,602,422 

高峰 3,974,100 人民币普通股 3,974,100 

刘超 3,574,800 人民币普通股 3,574,800 

李云卿 3,329,400 人民币普通股 3,329,400 

汤玉泉 2,983,900 人民币普通股 2,983,900 

雷晓莉 2,602,400 人民币普通股 2,602,400 

陈艳 1,813,000 人民币普通股 1,813,000 

限售股情况说明 李云卿应当持有有限售条件股份数为 18,000,000股，实

际持有有限售条件股份数 17,527,000股，其中 473,000

股因其个人债务原因被司法划转给非关联第三方。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公司未知上述股东相互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知其相

互间是否属于《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中规定的一致行

动人。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

的说明 

不适用 

 

 

2.3 截止报告期末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前十名优先股股东、前十名优先股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

情况表 

□适用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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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重要事项 

3.1 公司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重大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适用 □不适用  

3.1.1 合并资产负债表项目 

项目 期末数 期初数 变动金额 
变动 

幅度% 

变动 

原因 

货币资金 210,878,837.35  319,679,625.57  -108,800,788.22  -34.03  （1） 

应收票据 9,000,000.00 20,316,979.97 -11,316,979.97  -55.70  （2） 

其他应收款  15,357,160.15   25,991,106.32   -10,633,946.17  -40.91  （3） 

存货 446,592,725.37  641,008,965.59  -194,416,240.22  -30.33  （3） 

其他流动资产  22,758,061.03   14,949,259.10     7,808,801.93   52.24  （4） 

在建工程   2,188,460.74    1,113,241.36     1,075,219.38   96.58  （5） 

其他非流动资产 263,121,805.54     263,121,805.54  100.00  （6） 

合同负债  21,157,864.38  132,978,061.98  -111,820,197.60  -84.09  （7） 

应付职工薪酬   3,392,394.44    6,346,900.70    -2,954,506.26  -46.55  （8） 

应交税费   9,578,045.42   17,920,851.04    -8,342,805.62  -46.55  （9） 

其他应付款  73,999,096.27  190,802,910.90  -116,803,814.63  -61.22  （10） 

少数股东权益     403,613.05   11,141,766.41   -10,738,153.36  -96.38  （11） 

变动原因说明： 

1. 主要系报告期内受疫情影响销售回款减少且银行承兑汇票贴现额度减少导致经营现金流入减少以及处

置控股子公司霍尔果斯贰零壹陆股权导致合并范围减少所致； 

2. 主要系报告期末部分已贴现商业承兑汇票到期承付所致； 

3. 主要系处置控股子公司霍尔果斯贰零壹陆股权导致合并范围减少所致； 

4. 主要系报告期末待抵扣进项税额增加所致； 

5. 主要系报告期增加技术改造项目投入所致； 

6. 主要系往期借款给原控股子公司霍尔果斯贰零壹陆所致； 

7. 主要系处置控股子公司霍尔果斯贰零壹陆股权导致合并范围减少所致； 

8. 主要系报告期内发放上一年末未付的职工薪酬所致； 

9. 主要系报告期末实现的应交增值税减少所致； 

10. 主要系支付已离职股权激励授予对象股份回购款以及处置控股子公司霍尔果斯贰零壹陆股权导

致合并范围减少所致； 

11. 主要系处置控股子公司霍尔果斯贰零壹陆股权导致合并范围减少所致。 

 

3.1.2 合并利润表项目 

项目 本期金额 上年同期金额 变动金额 
变动幅

度% 

变动

原因 

税金及附加   4,892,895.67     1,953,842.02    2,939,053.65     150.42  （1） 

销售费用   2,630,380.97     5,134,389.70   -2,504,008.73     -48.77  （2） 

研发费用     396,587.93       168,867.52      227,720.41    134.85  （3） 

财务费用   8,050,172.52    14,111,688.73   -6,061,516.21    -42.95  （4） 

利息费用   8,810,931.23    14,546,384.27  -5,735,453.04     -39.43  （5） 

利息收入  3,102,620.14       106,230.64    2,996,389.50   2,820.65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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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收益    317,088.83        317,088.83    100.00  （7） 

投资收益（损失以

“－”号填列） 
 6,903,525.09     6,903,525.09    100.00  （8） 

公允价值变动收

益（损失以“－”

号填列） 

         2,511.25      -2,511.25   -100.00  （9） 

信用减值损失（损

失以“-”号填列） 
 -3,516,221.21    -3,516,221.21    100.00  （10） 

资产减值损失（损

失以“-”号填列） 
-16,579,945.87     1,532,715.34  -18,112,661.21  -1,181.74  （11） 

营业外收入    725,642.83     7,101,004.95   -6,375,362.12    -89.78  （12） 

营业外支出      20,000.00       625,500.94     -605,500.94     -96.80  （13） 

所得税费用  -1,719,246.09    -3,383,879.12    1,664,633.03    -49.19  （14） 

少数股东损益（净

亏损以“-”号填

列） 

    -75,323.97  
   

-4,873,763.52  
 4,798,439.55    -98.45  （15） 

 

变动原因说明： 

1. 主要系报告期内资源税和增值税附加税增加所致； 

2. 主要系报告期影视板块宣发费减少所致； 

3. 主要系报告期钼业板块增加研发团队力量，加大了研发投入力度所致； 

4. 主要系报告期利息费用减少、利息收入增加以及受汇率波动影响汇兑损失增加所致； 

5. 主要系报告期较上年同期借款减少所致； 

6. 主要系处置控股子公司霍尔果斯贰零壹陆股权后对其提供的借款在报告期确认相应

利息收入所致； 

7. 主要系报告期收到代扣代缴个税手续费返还所致； 

8. 主要系报告期处置控股子公司霍尔果斯贰零壹陆股权所致； 

9. 主要系报告期无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所致； 

10. 主要系报告期计提应收账款坏账准备较上年同期增加所致； 

11. 主要系报告期末钼市场产品价格在疫情期间出现较大幅度下滑，导致期末存货出现大

额减值； 

12. 主要系报告期政府补助减少所致； 

13. 主要系报告期对外捐赠减少所致； 

14. 主要系报告期亏损较上年同期有所减少所致； 

15. 主要系报告期处置控股子公司霍尔果斯贰零壹陆股权后相应少数股东损益较上年同

期减少所致。 

 

 

3.1.3 合并现金流量表项目 

项目 本期金额 上年同期金额 变动金额 变动幅度% 
变动

原因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118,048,879.17  224,778,307.64  -342,827,186.81   -152.52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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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17,232,147.25   -10,822,982.80    28,055,130.05   不适用  （2）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3,315,416.42  -256,123,314.62   252,807,898.20    -不适用 （3） 

汇率变动对现金及

现金等价物的影响 
    -229,085.02      -167,752.40      -61,332.62     不适用 （4） 

变动原因说明： 

1. 主要系报告期销售收入、回款较上年同期减少以及银行承兑汇票贴现额度减少所致； 

2. 主要系报告期处置控股子公司霍尔果斯贰零壹陆股权收到股权转让款以及上年同期购买固定资产

所致； 

3. 主要系报告期较上年同期银行借款增加，同时偿还债务、支付利息及往来借款等其他筹资活动的支出减

少所致； 

4. 主要系报告期购汇支付国际采购业务产生汇率损失增加所致。 

 

3.2 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适用 □不适用  

报告期内，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通过了《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募集配套

资金暨关联交易预案》，公司正式启动重大资产重组事项。 

 

3.3 报告期内超期未履行完毕的承诺事项 

□适用 √不适用  

 

3.4 预测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期末的累计净利润可能为亏损或者与上年同期相比发生重大变动的

警示及原因说明 

□适用 √不适用  

 

公司名称 锦州吉翔钼业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沈杰 

日期 2020年 4月 29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