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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重要提示 

公司董事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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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下列董事外，其他董事亲自出席了审议本次季报的董事局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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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水鉴 董事 因事 余刚 

周永章 独立董事 公务 李映照 

邱冠周 独立董事 公务 任旭东 

公司董事局主席朱伟先生、董事总裁余刚先生、主管财务工作的副总裁彭

玲女士、会计机构负责人陈爱容女士声明：保证本季度报告中财务报告的真实、

准确、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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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主要财务数据及股东变化 

一、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因会计政策变更及会计差错更正等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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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631,376,301.64 14,215,785,394.62 9.9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7,302,154,923.56 6,030,691,967.64 21.08%

 本报告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

增减 
年初至报告期末 

年初至报告期末比

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元） 4,763,851,562.74 -46.61% 11,478,508,704.81 -33.4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58,941,612.22 -123.37% 101,088,178.52 -75.3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元） 
-87,850,786.51 -219.16% 64,178,355.03 -71.05%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 -- 38,762,864.81 -87.42%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2 -116.67% 0.05 -75.00%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2 -116.67% 0.05 -75.0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0.84% 下降 4.94 个百分点 1.44% 下降 5.23 个百分点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项目 
年初至报告期期末金

额 
说明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包括已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冲销部分） -171,682.72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与企业业务密切相关，按照国家统一标准定额或

定量享受的政府补助除外） 
35,306,749.97  

委托他人投资或管理资产的损益 14,177,001.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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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交易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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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易

性金融负债和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取得的投资收益 

1,613,442.03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871,275.02  

减：所得税影响额 12,003,590.83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1,140,821.67  

合计 36,909,823.4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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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公司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 1 号——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界定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以及把《公

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 1 号——非经常性损益》中列举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的项目，应

说明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将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 1 号——非经常性损益》定义、列举的非经常性损益

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的项目的情形。 

二、报告期末股东总数及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1、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及前十名普通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170,004

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持股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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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东省广晟资产经营有限公司 国家 29.58% 654,593,573 0 质押 42,342,059

深圳市广晟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5.54% 122,621,532 0  

中国证券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其他 2.99% 66,159,247 0  

浦银安盛基金－交通银行－浦银安盛－

交通银行－蓝巨 1 号资产管理计划 
其他 1.36% 30,000,000 30,000,000  

中央汇金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其他 1.33% 29,450,900   

广东广晟有色金属集团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0.92% 20,435,775  质押 20,435,775

全国社保基金一零二组合 其他 0.86% 19,114,518   

金鹰基金－交通银行－富信富时穗通 3号

资产管理计划 
其他 0.80% 17,647,059 17,647,059  

江苏国泰华鼎投资有限公司 其他 0.80% 17,600,000 17,600,000  

全国社保基金五零一组合 其他 0.69% 15,336,000 15,336,000  

前 10 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份数

量 

股份种类 

股份种类 数量 

广东省广晟资产经营有限公司 654,593,573 人民币普通股 654,593,573

深圳市广晟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122,621,532 人民币普通股 122,621,532

中国证券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66,159,247 人民币普通股 66,159,247

中央汇金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29,450,900 人民币普通股 29,450,900

广东广晟有色金属集团有限公司 20,435,775 人民币普通股 20,435,775



深圳市中金岭南有色金属股份有限公司 2015 年第三季度报告正文 

 5 
 

全国社保基金一零二组合 19,114,518 人民币普通股 19,114,518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长信金利趋势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13,460,972 人民币普通股 13,460,972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工银瑞信国企改革主题股票型

证券投资基金 
10,380,625 人民币普通股 10,380,625

工银瑞信基金－农业银行－工银瑞信中证金融资产管理

计划 
10,093,300 人民币普通股 10,093,300

南方基金－农业银行－南方中证金融资产管理计划 10,093,300 人民币普通股 10,093,3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公司第二大股东深圳市广晟投资发展有限公司和公司第六大股东

广东广晟有色金属集团有限公司均为广东省广晟资产经营有限公

司的全资子公司，本公司未知其他前十名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

关系或《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参与融资融券业务情况说明（如有）不适用 

公司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前 10 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在报告期内是否进行约定购回交易 

□ 是 √ 否  

公司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前 10 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在报告期内未进行约定购回交易。 

2、报告期末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十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 适用 √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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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重要事项 

一、报告期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发生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1. 结算备付金期末余额较期初增加 55.14%，主要原因是子公司金汇公司增加结算备付金所致。 

2.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期末余额较期初减少 72.03%，主要原因是子公司财

务公司本期处置债券投资所致。 

3. 应收票据期末余额较期初减少 47.71%，主要原因是客户减少了采用票据结算货款的方式。 

4.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期末余额较期初增加 404.98%，主要原因是子公司财务公司本期新增了金融资产投

资以及该等投资公允价值上升所致。 

5. 持有至到期投资期末余额大幅增加，主要原因是闲置募集资金投资购买保本理财产品所致。 

6. 开发支出期末余额较期初减少 78.53%，原因是本期开发支出结转无形资产所致。 

7. 吸收存款及同业存放期末余额较期初大幅增加，原因是子公司财务公司吸收存款增加所致。 

8. 卖出回购金融资产款期末余额较期初增加 228.12%，主要原因是子公司财务公司增加卖出回购金融资

产业务所致。 

9. 应付手续费及佣金期末余额较期初减少 99.52 %，原因是子公司金汇期货本期已支付手续费及佣金所

致。 

10. 应交税费期末余额较期初减少 30.59%，原因是本期缴纳税金增加所致。 

11. 应付利息期末余额较期初大幅增加，原因是子公司财务公司本期应付利息增加所致。 

12.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期末余额较期初减少 33.36%，主要原因是一年内到期的长期借款较年初减少

所致。 

13. 长期应付款期末余额较期初增加 220.61%，原因是子公司 Perilya 公司本期增加长期融资租赁费所致。 

14. 资本公积期末余额较期初增加 286.65%，主要原因是本期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股本溢价计入资本

公积所致。 

15. 专项储备期末余额较期初增加 607.04%，主要原因是本期提取的安全费用结余较年初增加所致。 

16. 营业收入及营业成本本期较上年同期分别减少了 33.44%和 34.31%，主要原因公司主产品价格同比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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降及本期开展贸易业务减少所致。 

17. 资产减值损失本期较上年同期减少 78.49%，主要原因是本期计提的资产减值损失较上年同期减少所

致。 

18. 公允价值变动收益本期较上年同期大幅减少，主要原因是本期期货套保合约浮动亏损同比增加所致。 

19. 投资收益本期较上年同期增加 963.24%，主要原因是本期对联营企业投资收益增加及本期增加了保本

银行理财产品投资收益所致。 

20. 营业外收入本期较上年同期减少 87.87%，主要原因是子公司华加日公司上年同期收到拆迁补偿款结转

收入，而本期无此收入。 

21. 所得税费用本期较上年同期减少 74.66%，主要原因是本期利润总额同比大幅下降所致。 

22. 少数股东损益本期较上年同期减少 88.59%，主要原因是控股子公司华加日公司本期利润同比上年大幅

减少所致。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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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韶关冶炼厂异地升级改造事项 

根据2011年4月13日广东省国土资源厅印发《关于韶关冶炼厂地块增补纳入“三旧”改造范围的批复》

（粤国土资试点函【2011】1063号），本公司所属韶关冶炼厂所占用的2,449.7亩土地被纳入“三旧”改

造范围。因此，本公司将按政府要求，抓紧实施韶关冶炼厂的异地搬迁升级改造。2011年度，韶关冶炼厂

一系统主流程全面停产且不再恢复生产，部分员工与冶炼厂解除劳动关系。至2015年9月30日止，停用的

一系统固定资产的净值为405,209,726.88元，因停产异地升级改造安置员工支出275,387,506.53元，其他

支出17,294,149.78元，共计697,891,383.19元，已在报表项目“其他非流动资产”中列示。由于“三旧”

改造地块之土地使用权主要为本公司之大股东广东省广晟资产经营有限公司所有，其已于2011年12月31日

承诺，将对韶关冶炼厂因“三旧”改造停产及异地搬迁造成的损失在韶关冶炼厂地块进行“三旧”改造开

发时予以补偿。 

2、 非公开发行股票事项 

2014年8月5日公司第七届董事局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修改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的议案，该议

案已经2014年8月26日公司2014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公司本次发行经中国证监会发行审核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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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会2015年1月5日召开的审核工作会议审议通过，并于2015年2月4日取得中国证监会核准文件（证监许可

[2015]171号）。 

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募集资金总额1,272,339,993.00元，扣除承销保荐及其他发行费用后实

际募集资金净额1,242,960,487.22元，其中新增股本149,687,058.00元，股本溢价1,093,273,429.22元转

入资本公积。 

3、对子公司增加投资及新成立子公司 

（1）对广西中金岭南矿业有限责任公司增资 

2015年4月2日，公司第七届董事局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使用募集资金向广西中金岭南矿业有限

责任公司增资的议案》，同意使用募集资金 21,978 万元向广西中金岭南矿业有限责任公司（简称“广西

中金岭南矿业公司”）进行增资，专项用于广西中金岭南矿业公司铅锌采选3000t/d 扩产改造项目。 

（2）公司之控股子公司深圳市中金岭南科技有限公司投资成立深圳市鑫越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经公司第七届董事局第四次会议审议批准，公司控股子公司深圳市中金岭南科技有限公司（简称“中

金科技公司”）以项目固定资产及无形资产出资，成立独资公司深圳市鑫越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简称“鑫

越公司”），注册资本1,620.00万元。 

中金科技公司于2015年4月11日通过深圳联合产权交易所将所持鑫越公司40%股权以648.00万元的价

格挂牌出让给深圳市中泽瑞投资发展有限公司，并于5月15日完成了鑫越公司股权变更的相关手续。 

（3）全资子公司深圳金汇期货经纪有限公司投资成立深圳中金岭南金汇资本管理有限公司 

2014年12月24日经公司第七届董事局第四次会议审议批准，同意公司之全资子公司深圳金汇期货经纪

有限公司（简称“金汇期货公司”）投资3000万元成立资产管理公司，金汇期货公司于2015年2月9日注册

成立全资子公司深圳中金岭南金汇资本管理有限公司，注册资本3,000万元，金汇期货公司于2015年4月1

日缴付3,000万元资本金。 

4、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购买银行保本理财产品 

公司于 2015 年 4 月 28 日召开了第七届董事局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使用

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投资理财产品的议案》，为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同意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广西中金岭

南矿业公司使用不超过 75,000 万元闲置募集资金适时购买安全性高、流动性好、期限在一年以内（含一

年）的保本型理财产品，相关决议自董事局审议通过一年之内有效，该等资金额度在决议有效期内可滚动

使用。截至 2015 年 9 月 30 日，上述保本理财产品余额合计 695,000,000.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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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公司或持股 5%以上股东在报告期内发生或以前期间发生但持续到报告期内的承诺事项 

√ 适用 □ 不适用  

承诺事由 承诺方 承诺内容 承诺时间 承诺期限 履行情况

股改承诺      

收购报告书或权益变动

报告书中所作承诺 
     

资产重组时所作承诺      

首次公开发行或再融资

时所作承诺 
公司 

（一）承诺真实、准确、完整、公平和及时

地公布定期报告、披露所有对投资者有重大

影响的信息，并接受中国证监会和深圳证券

交易所的监督管理； （二）承诺本公司在知

悉可能对股票价格产生误导性影响的任何公

共传播媒体出现的消息后，将及时予以公开

澄清；（三）本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

员将认真听取社会公众的意见和批评，不利

用已获得的内幕消息和其他不正当手段直接

或间接从事本公司股票的买卖活动。本公司

保证向深圳证券交易所提交的文件没有虚假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在提出上市申请期间，

未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同意，不擅自披露有关

信息。 

2015 年 03 月

12 日 
长期有效 正在履行

其他对公司中小股东所

作承诺 

广东省广晟资

产经营有限公

司 

根据广东省国土资源厅《关于韶关冶炼厂地

块增补纳入"三旧"改造范围的批复》（粤国土

资试点函【2011】1063 号），公司下属韶关冶

炼厂所占用的土地被纳入"三旧"改造范围。

2011 年 12 月 31 日该土地的主要权属人本公

司大股东广东省广晟资产经营有限公司承

诺，将对韶关冶炼厂因"三旧"改造停产及异地

搬迁造成的损失在韶关冶炼厂地块进行"三

旧"改造开发时予以补偿。 

2011 年 12 月

31 日 
长期有效 正在履行

深圳市广晟投

资发展有限公

司 

在增持实施期间及增持行为完成后的 6 个月

内，不减持所持有的公司股份。 

2015 年 7 月

17 日 
6 个月 正在履行

承诺是否及时履行 是 

未完成履行的具体原因及下一步计划（如有） 不适用 

四、对 2015 年度经营业绩的预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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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幅度变动的警示及原因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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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证券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证券品种 证券代码 证券简称
最初投资

成本（元） 

期初持股

数量（股）

期初持股

比例 

期末持股

数量（股）

期末持股

比例 

期末账面

值（元）

报告期损

益（元） 

会计核算

科目 
股份来源

基金 489098 
工银瑞信

基金 

50,000,00

0.00 

50,000,00

0
100.00%

50,000,00

0
100.00%

133,764,6

34.11
 
可供出售

金融资产
买入 

股票 00106 
朗诗绿色

地产 

224,075.5

5 
750,000 0.03% 750,000 0.03%

424,769.1

8
36,669.47 

交易性金

融资产 
买入 

可转债 125089 深机转债 
2,257,053

.02 
23,950 0.12% 0 0.00% 0.00

1,212,860

.66 

交易性金

融资产 
申购 

股票 300441 鲍斯股份 4,905.00 0 0.00% 0 0.00% 0.00 46,238.17 
交易性金

融资产 
新股申购

股票 300434 金石东方 5,285.00 0 0.00% 0 0.00% 0.00 59,707.36 
交易性金

融资产 
新股申购

股票 002759 天际股份 12,020.00 0 0.00% 0 0.00% 0.00 41,729.25 
交易性金

融资产 
新股申购

股票 300469 信息发展 5,070.00 0 0.00% 0 0.00% 0.00 23,072.72 
交易性金

融资产 
新股申购

股票 300479 神思电子 5,510.00 0 0.00% 0 0.00% 0.00 19,108.02 
交易性金

融资产 
新股申购

股票 002767 先锋电子 7,435.00 0 0.00% 0 0.00% 0.00 10,762.66 
交易性金

融资产 
新股申购

股票 002770 科迪乳业 3,425.00 0 0.00% 0 0.00% 0.00 4,072.49 
交易性金

融资产 
新股申购

其他 204001 GC001 
2,800,000

.00 
346.50 

交易性金

融资产 
申购 

其他 202001 RC001 
7,799,000

.00 
713.60 

交易性金

融资产 
申购 

合计 
63,123,77

8.57 

50,773,95

0.00

50,750,00

0.00

134,189,4

03.29

1,455,280

.90 
-- -- 

证券投资审批董事会公告披露

日期 
不适用 

证券投资审批股东会公告披露

日期（如有) 
不适用 

六、持有其他上市公司股权情况的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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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衍生品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万元 

衍生品投

资操作方

名称 

关联关系 
是否关联

交易 

衍生品投

资类型 

衍生品投

资初始投

资金额

起始日期 终止日期
期初投资

金额 

计提减值

准备金额

（如有）

期末投资

金额 

期末投资

金额占公

司报告期

末净资产

比例 

报告期实

际损益金

额 

金汇 
全资子公

司 
否 铅 4,440.26

2015 年

04 月 08

日 

2015 年

07 月 15

日 

 0.00% -5.44

金汇 
全资子公

司 
否 锌 48,522.86

2015 年

03 月 24

日 

2015 年

09 月 30

日 

2,485.14 0.34% 151.78

金汇 
全资子公

司 
否 白银 15,082.63

2015 年

01 月 22

日 

2015 年

08 月 07

日 

 0.00% 376.94

Macquari

e 
否 否 锌 18,384.16

2015 年

06 月 10

日 

2015 年

12 月 10

日 

5,368.21 0.74% -1,251.09

合计 86,429.91 -- -- 0 7,853.35 1.08% -727.81

衍生品投资资金来源 自有资金 

涉诉情况（如适用） 不适用 

衍生品投资审批董事会公告披露日期（如有) 不适用 

衍生品投资审批股东会公告披露日期（如有) 不适用 

报告期衍生品持仓的风险分析及控制措施说明（包

括但不限于市场风险、流动性风险、信用风险、操

作风险、法律风险等） 

报告期内持仓衍生品面临市场价格上涨带来的浮动或到期亏损风险，公

司对主产品铅、锌、铜和白银进行保值，合理控制保值比例，价格上涨

带来的风险可控。合约全为期货合约，流动性较好，经纪公司信用良好，

法律风险小。 

已投资衍生品报告期内市场价格或产品公允价值 报告期内，公司持仓的衍生品是期货合约。其公允价值直接按照市场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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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动的情况，对衍生品公允价值的分析应披露具体

使用的方法及相关假设与参数的设定 

格计算，不用设置各类参数。 

报告期公司衍生品的会计政策及会计核算具体原

则与上一报告期相比是否发生重大变化的说明 
无 

独立董事对公司衍生品投资及风险控制情况的专

项意见 

报告期公司套期保值业务均严格遵照公司相关制度执行，未发现公司套

期保值业务有不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公司有关规定的情形。 

 

八、报告期内接待调研、沟通、采访等活动登记表 

√ 适用 □ 不适用  

接待时间 接待地点 接待方式 
接待对象类

型 
接待对象 

谈论的主要内容及提供的

资料 

2015 年 01 月 22 日 公司多功能厅 其他 机构 中信证券等 

公司生产经营、募投项目、

行业趋势、发展战略等情

况 

2015 年 04 月 14 日 公司会议厅 实地调研 机构 广发证券、海通证券 

2015 年 04 月 29 日 公司会议厅 实地调研 机构 
复华证券投资信托股份有限

公司（台湾） 

2015 年 05 月 04 日 公司会议厅 实地调研 机构 东方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15 年 05 月 12 日 公司会议厅 实地调研 机构 天弘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5 年 07 月 23 日 深圳市 其他 机构 光大证券策略会 

2015 年 08 月 27 日 杭州市 其他 机构 广发证券策略会 

2015 年 09 月 10 日 无锡市 其他 机构 海通证券策略会 

九、违规对外担保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违规对外担保情况。 

十、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对上市公司的非经营性占用资金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对上市公司的非经营性占用资金。 

 

 

 

法定代表人：朱伟 

 

 

2015 年 10 月 28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