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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重要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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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者应当到证监会指定媒
体仔细阅读年度报告全文。
声明
除下列董事外，其他董事亲自出席了审议本次年报的董事会会议
未亲自出席董事姓名
戚思胤

未亲自出席董事职务
董事

未亲自出席会议原因
公务

被委托人姓名
张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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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 是 √ 否
公司经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的普通股利润分配预案为：以 3,569,685,327 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0.80 元（含
税）
，送红股 0 股（含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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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金岭南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股票代码

000060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薛泽彬

刘渝华

办公地址

深圳市福田区深南大道 6013 号中国有色 深圳市福田区深南大道 6013 号中国有色大
大厦 24-26 楼
厦 24-26 楼

传真

0755-83474889

0755-83474889

电话

0755-82839363

0755-82839363

电子信箱

dsh@nonfemet.com.cn

dsh@nonfemet.com.cn

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公司主要是从事铅锌铜等有色金属的采矿、选矿、冶炼和深加工一体化生产的企业，目
前已形成铅锌采选年产金属量30万吨生产能力。公司通过一系列收购兼并、资源整合，直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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掌控的已探明的铅锌铜等有色金属资源总量近千万吨，逐步成长为具有一定影响力的跨国矿
业企业。
公司主要产品及其用途
公司主要产品有铅锭、锌锭及锌合金、白银、黄金、镉锭、锗锭、铟锭、工业硫酸、硫
磺等产品。
铅金属主要用于铅酸蓄电池、铅材和铅合金，其他用途还包括氧化铅、铅盐、电缆等其
他铅产品。
锌金属主要用于镀锌、压铸合金、氧化锌、黄铜、电池等领域。
报告期内公司其他产品包括铝门窗及幕墙工程、铝型材、电池锌粉、片状锌粉、冲孔镀镍钢
带等，广泛运用于建筑工程、汽车部件、轨道交通及电池材料。
3、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1）近三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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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位：人民币元
2018 年
营业收入

2017 年

本年比上年增减

2016 年

19,963,409,521.93

18,966,588,411.31

5.26%

15,059,114,290.8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919,939,796.37

1,066,992,868.26

-13.78%

323,228,814.3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936,353,959.34

909,914,382.25

2.91%

247,483,664.24

1,971,769,055.95

2,489,029,926.75

-20.78%

1,406,369,904.15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26

0.46

-43.48%

0.15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26

0.46

-43.48%

0.15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9.09%

12.01%

-2.92%

4.31%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018 年末

2017 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减

2016 年末

总资产

19,506,332,203.20

18,868,841,945.67

3.38%

16,969,105,940.7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10,324,313,227.17

10,003,243,588.44

3.21%

7,682,422,637.74

（2）分季度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人民币元
第一季度
营业收入

第二季度

第三季度

第四季度

4,789,086,122.24

6,594,962,581.15

5,586,822,383.18

2,992,538,435.3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310,534,797.19

296,154,742.67

163,053,275.66

150,196,980.8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294,151,698.50

290,567,745.88

148,945,938.52

202,688,576.44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18,194,881.71

836,675,604.81

595,567,756.71

657,720,576.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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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财务指标或其加总数是否与公司已披露季度报告、半年度报告相关财务指标存在重大差异
□ 是 √ 否

4、股本及股东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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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期末普通
股股东总数

年度报告披露日
160,894 前一个月末普通
股股东总数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
一个月末表决权恢
0
复的优先股股东总
数

报告期末表决权
162,627 恢复的优先股股
东总数

0

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广东省广晟资产经营有限公司

国家

深圳市广晟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持有有限
售条件的 股份状
数量
股份数量
态

27.51%

981,890,359

质押

143,887,001

3.91%

139,715,902

质押

36,500,000

中信保诚基金-浦发银行-云南国际信托-云信
其他
智兴 2017-510 号单一资金信托

2.29%

81,743,419

中国证券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其他

2.26%

80,753,105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其他

1.24%

44,176,350

云南铜业股份有限公司

其他

0.92%

32,894,736

广东广晟有色金属集团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0.86%

30,653,662

质押

15,000,000

0.73%

26,012,567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证 500 交易
其他
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湛泽权

境内自然人

0.67%

23,852,340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境外法人

0.56%

20,166,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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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大
股东广东广晟有色金属集团有限公司为公司第一大股东广东
省广晟资产经营有限公司的控股子公司和全资子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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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明（如有）

公司第九大无限售条件股东湛泽权持有股份中 20,185,050
股为通过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
账户持有。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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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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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以方框图形式披露公司与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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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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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固体矿产资源业
公司需遵守《深圳证券交易所行业信息披露指引第 2 号——上市公司从事固体矿产资源相关业务》的披露要求

2018年，公司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以习近平总书记视察
广东重要讲话精神为指导，在创新中谋求发展，在发展中解决问题，面对“产品价格深度回
调”与“燃料成本大幅上升”的双重挤压，面临“安全环保态势日益严峻复杂”与“外部风
险不断激增叠加”的双重冲击，面向“稳增长、保效益”与“落实改革发展目标”的双重任
务，公司上下同心协力、众志成城，攻坚克难，呈现稳中有进、稳中向好、稳中提质的发展
态势。
2018年，公司生产精矿铅锌金属量30.42万吨，比上年同期增长3.47%；硫精矿70.59万
吨，比上年同期增长7.95%；精矿含银133.09吨，比上年同期下降0.60%。冶炼产品铅锌总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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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25.94万吨，比上年同期下降0.50%；硫酸22.53万吨，比上年同期持平。加工企业生产铝型
材1.86万吨，比上年同期增长6.90%；铝门窗及幕墙工程总产量53.25万平方米，比上年同期
增长11.33%；无汞锌粉1.29万吨，比上年同期下降7.86%；片状锌粉232吨，比上年同期增长
11.00%；冲孔镀镍钢带857吨，比上年同期下降10.91%。实现营业总收入200.08亿元，实现归
属母公司净利润9.20亿元。
2、报告期内主营业务是否存在重大变化
□ 是 √ 否

3、占公司主营业务收入或主营业务利润 10%以上的产品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产品名称

营业收入

营业利润

毛利率

营业收入比上年 营业利润比上年 毛利率比上年同
同期增减
同期增减
期增减

精矿产品

3,148,438,117.02 1,263,405,995.36

40.13%

7.16%

7.62%

-0.26%

冶炼产品

4,724,044,107.34 1,060,135,540.25

22.44%

9.64%

17.50%

-5.19%

铝型材

540,293,340.87

101,340,077.78

18.76%

20.79%

20.02%

0.52%

幕墙门窗

494,602,416.70

54,388,456.13

11.00%

2.35%

-0.58%

2.63%

电池材料

386,823,207.61

54,207,700.03

14.01%

-12.58%

-12.08%

-0.49%

有色金属贸易业 10,877,832,317.2
0
务

12,840,402.45

0.12%

4.52%

4.52%

0.00%

其他

391,515,275.18

50,808,933.11

12.98%

32.45%

36.69%

-2.70%

-871,233,243.05

0.00

0.00%

0.00%

0.00%

0.00%

19,692,315,538.8
2,597,127,105.11
7

13.19%

6.21%

7.39%

-0.95%

产品间抵销
合计

4、是否存在需要特别关注的经营季节性或周期性特征
□ 是 √ 否

5、报告期内营业收入、营业成本、归属于上市公司普通股股东的净利润总额或者构成较前一报告期发生
重大变化的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6、面临暂停上市和终止上市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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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1）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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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计政策变更
1）财务报表格式变更
财政部于2018年6月15日发布了《关于修订印发2018年度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通知》
（财会〔2018〕15号），对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进行了修订，归并部分资产负债表项目，
拆分部分利润表项目；并于2018年9月7日发布了《关于2018年度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有关
问题的解读》，明确要求代扣个人所得税手续费返还在“其他收益”列报，实际收到的政府补
助，无论是与资产相关还是与收益相关，在编制现金流量表时均作为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量列报等。
本公司已经根据新的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要求编制财务报表，财务报表的列报项目因此
发生变更的，已经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第30号——财务报表列报》等的相关规定，对可比期
间的比较数据进行调整。
对可比期间的财务报表列报项目及金额的影响如下：
列报项目
应收票据

2017年12月31日之前列报
金额
227,799,582.82

应收账款

547,792,537.06

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

影响金额
-227,799,582.82
-547,792,537.06
775,592,119.88

775,592,119.88
850,802,046.55

在建工程

837,062,735.48

13,739,311.07

工程物资

13,739,311.07

-13,739,311.07

应付账款

1,052,630,829.32

-1,052,630,829.32

应付票据及应付账款

2018年1月1日经重列后金
额

1,052,630,829.32

1,052,630,829.32

应付利息

1,985,787.51

-1,985,787.51

应付股利

1,547,982.28

-1,547,982.28

454,436,333.36

3,533,769.79

457,970,103.15

669,205,420.7

-189,332,238.95

479,873,181.75

研发费用

189,332,238.95

189,332,238.95

其他收益

439,531.05

439,531.05

其他应付款
管理费用

营业外收入
收到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收到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439,531.05

-439,531.05

48,323,537.67

-48,323,537.67
48,323,537.67

48,323,537.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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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重要会计估计变更
本报告期未发生重要会计估计变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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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截至报告期末，纳入合并财务报表范围的子公司共计32家，合并范围比上年度增加3家，
分别为：深汕特别合作区中金岭南新材料有限公司、广州市南沙区中金岭南国际贸易有限公
司、韶关市中金岭南营销有限公司，详见财务报表附注八“合并范围的变更”。

法定代表人：余刚

2019年3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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