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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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负责人孙勇、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孙成余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

李昌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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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799,788,694.46  31,372,779,382.68  1.3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15,020,733,441.16  14,911,502,442.63  0.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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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64,543,266.80  280,873,816.87  10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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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00,156,099.52 4,742,870,545.51 -28.3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76,779,484.45 363,430,599.59 -51.3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165,286,805.23  353,709,633.28  -53.27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18  2.50  减少 1.32 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347  0.0714  -51.40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347  0.0714 -51.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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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 3,223.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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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942,380.93 

除同公司正常经营业务相关的有效套期保值业务外，持有交易性金融资产、衍生金融资

产、交易性金融负债、衍生金融负债产生的公允价值变动损益，以及处置交易性金融资

产、衍生金融资产、交易性金融负债、衍生金融负债和其他债权投资取得的投资收益 

-755,329.48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8,682,416.32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306,902.71 

所得税影响额 -2,708,276.28 

合计 11,492,679.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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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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9,0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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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云南冶金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1,944,142,784 38.19 285,132,382 无 0 国有法人 

苏庭宝 365,391,884 7.18 0 质押 159,300,000 境内自然人 

华能贵诚信托有限公司－华能

信托·悦晟 1 号单一资金信托 
203,665,987 4.00 203,665,987 无 0 其他 

珠海金润中泽投资中心（有限合

伙） 
162,932,790 3.20 162,932,790 质押 162,932,790 其他 

国华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分红一号 
107,332,624 2.11 0 无 0 其他 

郑积华 61,099,796 1.2 61,099,796 质押 61,099,796 境内自然人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45,142,600 0.89 0 无 0 国有法人 

李维明 42,656,880 0.84 0 无 0 境内自然人 

云南驰宏锌锗股份有限公司－

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 
38,012,529 0.75 38,012,529 无 0 其他 

国华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传统二号 
30,549,898 0.60 30,549,898 无 0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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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云南冶金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1,659,010,402 人民币普通股 1,659,010,402 

苏庭宝 365,391,884 人民币普通股 365,391,884 

国华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分红一号 107,332,624 人民币普通股 107,332,624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45,142,600 人民币普通股 45,142,600 

李维明 42,656,880 人民币普通股 42,656,8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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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649,202 人民币普通股 22,649,202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华夏中证央企

结构调整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18,215,172 人民币普通股 18,215,172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博时中证央企结构

调整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17,726,076 人民币普通股 17,726,076 

朱岳海 14,116,200 人民币普通股 14,116,200 

曲靖富盛铅锌矿有限公司 13,870,800 人民币普通股 13,870,8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国有法人股股东云南冶金为公司的控股股东，与其他 股

东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公司未能获知上述其他股 东间

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以及是否为一致行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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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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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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资产负债表指标变动情况 

项目名称 本期期末数 上期期末数 

本期期末金
额较上期期
末变动比例

（%） 

情况说明 

货币资金 1,259,082,993.77  857,673,837.43  46.80 主要系疫情期间适当提高资金储备防控风险 

交易性金融资

产 

21,160,166.24  3,613,387.08  485.60 主要系套期保值业务浮动盈利增加所致 

应收票据 60,153,245.10  10,942,256.48  449.73 主要系收到的银行承兑汇票尚未到期所致 

应收账款 38,623,645.90  24,058,823.80  60.54 主要系应收货款增加所致 

预付款项 98,119,056.76  61,482,357.52  59.59 主要系预付货款增加所致 

其他应收款 273,041,549.05  145,135,574.81  88.13 主要系套期保值业务增加保证金所致 

预收款项 225,840,998.05  112,065,929.65  101.53 主要系预收货款增加所致 

应付职工薪酬 141,451,595.39  89,706,673.24  57.68 
主要系受疫情影响，根据国家相关规定，延缓
缴纳社会保险等费用 

长期应付款 439,799,769.20  661,458,282.54  -33.51 
主要系本期全资子公司彝良驰宏偿还融资租

赁款 

其他综合收益 -105,181,958.61  -13,018,668.15  不适用 
主要系本期加元汇率下跌导致外币报表折算

差额下降所致 

3.1.2 利润表指标变动情况 

科目 本期金额 上期金额 

变动

比例

（%） 

变动原因说明 

其他收益 23,942,380.93 17,034,470.41 40.55 主要系本期收到稳岗补贴较上期增加 

营业外支出 10,272,137.75 6,346,042.26 61.87 
主要系本期公司定向捐赠 750万元用于新冠
肺炎疫情防控工作 

利润总额 233,265,605.30 438,225,057.36 -46.77 

 主要系市场价格下跌影响。铅产品销售价

格较上年同期下降 2206 元/吨；锌产品销售

价格较上年同期下降 3741 元/吨。 

3.1.3 现金流量表变动情况 

项目 本期金额 上期金额 
变动比

例（%） 
变动原因说明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564,543,266.80  280,873,816.87  101.00 

一是绩效结算时间调整导致职工

薪酬较上年同期下降；二是铅锌

产品价格下跌以及税率下降导致

缴纳税费较上年同期减少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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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04,847,887.58  -417,181,516.61  不适用 

主要系上期购买理财产品及购

置长期资产较本期投入资金偏

多所致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44,775,784.50  -587,883,439.75  不适用 
主要系本期取得借款金额较上

期增加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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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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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云南驰宏锌锗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孙勇 

日期 2020年 4月 24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