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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重要提示 

1．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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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文。 

2． 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半年度报告内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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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半年度报告未经审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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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董事会《2017年中期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公司拟以未来实施分配方

案时股权登记日的公司总股本为基数，以资本公积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转增 10 股。

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全资子公司向母公司现金分红的议案》，公司全资子公

司吉隆矿业向母公司现金分红5亿元，以弥补母公司累计亏损。 

二、公司基本情况 

2.1 公司简介 

股票种类 股票上市交易所 股票简称 股票代码 

A股 上海证券交易所 赤峰黄金 600988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周新兵 周新兵 

电话 0476-8283822 0476-8283822 

办公地址 内蒙古赤峰市新城玉龙大

街金帝商务大厦B座1区 

内蒙古赤峰市新城玉龙大

街金帝商务大厦B座1区 

电子信箱 A600988@126.com A600988@126.com 

 

2.2 公司主要财务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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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847,914,697.35 3,844,603,445.74 26.1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2,557,037,705.61 2,473,404,633.60 3.38 

 本报告期 

（1-6月）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

同期增减(%)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31,777,370.76 -43,884,418.92   

营业收入 977,964,832.01 867,159,539.49 12.7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79,137,462.91 89,039,510.57 -11.1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77,499,001.88 80,031,105.46 -3.16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3.15 4.09 减少0.94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1 0.12 -8.33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1 0.12 -8.33 

2.3 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 股 

截止报告期末股东总数（户） 87,088 

截止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不适用 



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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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质押或冻结的股份

数量 

赵美光 境内自然人 30.27 215,865,991   质押 212,132,500 

谭雄玉 境内自然人 6.94 49,492,484 49,492,484 质押 49,000,000 

深圳前海麒麟鑫隆投资企业

（有限合伙） 
其他 3.22 23,000,000 23,000,000 质押 23,000,000 

李晓辉 境内自然人 2.36 16,802,825 0  质押 16,802,825 

刘永峰 境内自然人 2.12 15,132,950 0  无 0 

王国菊 境内自然人 1.77 12,596,322 12,596,322 质押 12,000,000 

新疆方圆达创股权投资有限合

伙企业－方圆－东方 8 号私募

投资基金 

未知 1.71 12,193,700 0  无 0 

全国社保基金一一零组合 未知 1.34 9,569,360 9,569,360 无 0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前海

开源金银珠宝主题精选灵活配

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未知 1.19 8,456,937 0  无 0 

周启宝 境内自然人 0.84 6,000,000 0  无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谭雄玉与王国菊系夫妻关系，为一致行动人，除此之外公

司未知上述股东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的说明 不适用 

2.4 截止报告期末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前十名优先股股东情况表 

□适用 √不适用 

2.5 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适用 √不适用 



2.6 未到期及逾期未兑付公司债情况 

√适用 □不适用 

单位:万元  币种:人民币 

债券名称 简称 代码 发行日 到期日 债券余额 利率（%） 

赤峰吉隆黄金矿业股份有

限公司 2017 年公司债券 

17 黄金债 136985 2017-02-27 2022-02-27 70,000.00 5.50 

反映发行人偿债能力的指标： 

√适用 □不适用 

主要指标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资产负债率 45.73   33.88   

 本报告期（1-6月） 上年同期 

EBITDA 利息保障倍数 5.08   9.61   

 

关于逾期债项的说明 

□适用 √不适用 

三、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3.1 经营情况的讨论与分析 

2017 年上半年，公司及各子公司能够认真贯彻落实公司年度生产经营工作计划，

克服了诸多不利因素，注重现场管理、基础管理，实施了一系列降本增效，开源节流

的举措，取得了一定的业绩，但各项指标完成情况与年度计划仍有一定差距。 

受到赤峰市整体安全生产环境的影响，子公司吉隆矿业和华泰矿业的有效开工时

间缩减，2017 年上半年黄金产销量均低于去年同期，公司黄金采选业务实现主营业务

收入 21,063.14 万元，比去年同期减少 23.49%。但另一方面，全资子公司雄风环保“6

万吨低品位复杂物料稀贵金属清洁高效回收”项目建成后，产能逐渐释放，雄风环保

2017 年上半年实现营业收入 69,357.65 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 27.11%。同时，雄风环

保项目二期扩建工程已建成投产，目前年处理能力可达到 13 万吨，预计下半年处理

规模和效益将显著上升。 



2017 年下半年，公司上下将凝神聚力，迎难而上，进一步加强黄金矿山子公司的

现场管理，优化“五率”；资源综合回收利用企业完成项目建设的后期工作，尽快投

产达效，通过各项切实有效的措施保障年度生产计划圆满完成。 

3.2 与上一会计期间相比，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原因及

其影响 

√适用 □不适用 

公司将根据财政部通知及相关准则规定的起始日期开始执行财政部修订的《企业

会计准则第 22 号——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企业会计准则第 23 号——金融资产转

移》《企业会计准则第 24 号—套期会计》《企业会计准则第 37 号—金融工具列报》《企

业会计准则第 16 号—政府补助》《企业会计准则第 14 号—收入》等 6 项企业会计准

则，新颁布的《企业会计准则第 42 号——持有待售的非流动资产、处置组和终止经

营》一项新会计准则及企业会计准则解释第 9 号、第 10 号、第 11 号、第 12 号等 4

项会计准则解释。 

公司执行上述新的企业会计准则及解释不会对公司前期已发布的定期报告及

2017 年半年度财务报告相关项目金额产生影响。 

3.3 报告期内发生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更正金额、原因及其影响。 

□适用 √不适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