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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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出席董事情况 

未出席董事姓名 未出席董事职务 未出席原因的说明 被委托人姓名 

董家辉 董事 辞任  

 

1.3  公司负责人龙子平、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余彤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艾富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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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4,170,367,846  134,913,915,434  -0.55  

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净资产 

48,758,994,784  52,745,619,575  -7.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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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57,966,532 743,933,356 -38.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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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6,206,439,242  48,859,365,421  15.04 

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净利润 

160,258,204  742,346,402  -78.41 

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

润 

-474,076,249 844,368,696  -156.15 

加权平均净资产

收益率（%） 

0.32  1.48  减少 1.16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

（元/股） 

0.05  0.21 -76.19 

稀释每股收益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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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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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5,927   

越权审批，或无正式批准文件，或

偶发性的税收返还、减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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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189,163   

计入当期损益的对非金融企业收取

的资金占用费 

  

企业取得子公司、联营企业及合营

企业的投资成本小于取得投资时应

享有被投资单位可辨认净资产公允

价值产生的收益 

  

非货币性资产交换损益   

委托他人投资或管理资产的损益   

因不可抗力因素，如遭受自然灾害

而计提的各项资产减值准备 

  

债务重组损益   

企业重组费用，如安置职工的支出、

整合费用等 

  

交易价格显失公允的交易产生的超

过公允价值部分的损益 

  

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产生的子公司

期初至合并日的当期净损益 

  

与公司正常经营业务无关的或有事

项产生的损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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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95,284,765   

单独进行减值测试的应收款项、合 88,274,3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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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资产减值准备转回 

对外委托贷款取得的损益    

采用公允价值模式进行后续计量的

投资性房地产公允价值变动产生的

损益 

  

根据税收、会计等法律、法规的要

求对当期损益进行一次性调整对当

期损益的影响 

  

受托经营取得的托管费收入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

和支出 

19,919,316   

其他符合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的损益

项目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437,783,832  

所得税影响额 -55,423,431  

合计 634,334,4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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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2,9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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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西铜业集团有限公

司 
1,459,503,110 42.15 0 无  国有法人 

香港中央结算代理人

有限公司 
1,128,522,442 32.59 0 未知  其他 

中国证券金融股份有

限公司 
103,719,909 3.00 0 无  

境内非国有

法人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

限责任公司 
31,843,800 0.92 0 无  国有法人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

司 
23,105,091 0.67 0 无  

境内非国有

法人 

北京凤山投资有限责

任公司 
6,784,000 0.20 0 无  

境内非国有

法人 

梧桐树投资平台有限

责任公司 
5,993,953 0.17 0 无  

境内非国有

法人 

陈罕 4,733,239 0.14 0 无  境内自然人 

刘丁 4,170,451 0.12 0 无  境内自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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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社保基金四零七

组合 
3,863,667 0.11 0 无  

境内非国有

法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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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西铜业集团有限公司 1,459,503,110 
人民币普通股 1,205,479,110 

境外上市外资股 254,024,000 

香港中央结算代理人有限公司 1,128,522,442 境外上市外资股 1,128,522,442 

中国证券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103,719,909 人民币普通股 103,719,909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31,843,800 人民币普通股 31,843,800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23,105,091 人民币普通股 23,105,091 

北京凤山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6,784,000 人民币普通股 6,784,000 

梧桐树投资平台有限责任公司 5,993,953 人民币普通股 5,993,953 

陈罕 4,733,239 人民币普通股 4,733,239 

刘丁 4,170,451 人民币普通股 4,170,451 

全国社保基金四零七组合 3,863,667 人民币普通股 3,863,667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的

说明 

 

注：1、香港中央结算代理人有限公司（中央结算）以代理人身份代表多个客户共持有发行人

1,128,522,442股 H股，占公司已发行股本约 32．59%。中央结算是中央结算及交收系统成员，为

客户进行登记及托管业务。 

2、江铜集团所持 254,024,000 股 H股股份亦在中央结算登记。上表特将江铜集团所持 H股股

份从中央结算所代理股份中单独列出。若将江铜集团所持 H股股份包含在内，中央结算实际所代

理股份合计为 1,382,546,442 股，占公司已发行股本约 39.93%。 

3、报告期内，江铜集团在香港二级市场增持了 8,664,000股 H股，占本公司总股本的 0.25%。

截至 2020年 3月 31日，江铜集团的持股比例由增持前的 41.90%增加为 42.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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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上年同期相比增减变动超过30%的主要合并资产负债表项目变动情况及原因。 

 

项目 报告期期末余额 年初余额 
本期与期初相比   

增减额 增减幅度 情况说明 

衍生金融资产 729,006,906  323,662,896  405,344,010  125.24% 注 1 

应收票据 9,969,977  14,450,800  -4,480,823  -31.01% 注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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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付款项 3,656,527,146  1,685,697,285  1,970,829,861  116.91% 注 3 

其他权益工具投资 4,635,024,955  8,774,154,936  -4,139,129,982  -47.17% 注 4 

衍生金融负债 817,792,958  396,124,785  421,668,173  106.45% 注 5 

应付票据 7,130,099,489  4,176,838,516  2,953,260,973  70.71% 注 6 

应付账款 5,432,193,175  8,363,608,696  -2,931,415,521  -35.05% 注 7 

合同负债 3,492,406,111  2,357,188,893  1,135,217,218  48.16% 注 8 

应付职工薪酬 609,774,625  1,097,494,946  -487,720,321  -44.44% 注 9 

应交税费 551,258,368  890,821,042  -339,562,674  -38.12% 注 10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

动负债 
1,468,547,230  3,619,984,095  -2,151,436,865  -59.43% 注 11 

长期借款 7,953,137,364  5,257,859,073  2,695,278,291  51.26% 注 12 

其他非流动负债 97,084  194,167  -97,083  -50.00% 注 13 

其他综合收益 -2,853,938,964  1,350,346,937  -4,204,285,901  -311.35% 注 14 

注1、报告期末本集团衍生金融资产为人民币72,901万元,比上年期末增加人民币40,534万元(或

125.24%),主要原因为本集团期货业务浮动盈亏所致； 

注2、报告期末本集团应收票据为人民币997万元,比上年期末减少人民币448万元(或-31.01%),主

要原因为本集团应收商业承兑汇票减少所致； 

注3、报告期末本集团预付账款为人民币365,653万元,比上年期末增加人民币197,083万元(或

116.91%),主要原因为本集团预付货款增加所致； 

注4、报告期末本集团其他权益工具投资为人民币463,502万元,比上年期末减少人民币413,913万

元(或-47.17%),主要原因为本集团战略投资第一量子公司，成为其第一大股东，因疫情引发市场

极端行情短期股价下跌所致； 

注5、报告期末本集团衍生金融负债为人民币81,779万元,比上年期末增加人民币42,167万元(或

106.45%),主要原因为本集团期货业务浮动盈亏所致； 

注6、报告期末本集团应付票据为人民币713,010万元,比上年期末增加人民币295,326万元(或

70.71%),主要原因为本集团以票据结算的采购付款增加所致； 

注7、报告期末本集团应付账款为人民币543,219万元,比上年期末减少人民币293,142万元(或

-35.05%),主要原因为本集团采购付款采用票据结算增加所致； 

注8、报告期末本集团合同负债为人民币349,241万元,比上年期末增加人民币113,522万元(或

48.16%),主要原因为本集团预收货款增加所致； 

注9、报告期末本集团应付职工薪酬为人民币60,977万元,比上年期末减少人民币48,772万元(或

-44.44%),主要原因为本集团2019年年终奖在2020年发放所致； 

注10、报告期末本集团应交税费为人民币55,126万元,比上年期末减少人民币33,956万元(或

-38.12%),主要原因为本集团汇算清缴上年度所得税所致； 

注11、报告期末本集团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为人民币146,855万元,比上年期末减少人民币

215,144万元(或-59.43%),主要原因为本集团偿还一年内到期的长期借款所致； 

注12、报告期末本集团长期借款为人民币795,314万元,比上年期末增加人民币269,528万元(或

51.26%),主要原因为本集团新增长期借款所致； 

注13、报告期末本集团其他非流动负债为人民币10万元,比上年期末减少人民币10万元(或-50%),

主要原因为本集团子公司恒邦未实现售后租回损益摊销所致； 

注14、报告期末本集团其他综合收益为人民币-285,394万元,比上年期末减少人民币420,429万元

(或-311.35%),主要原因为本集团战略投资第一量子公司，成为其第一大股东，因疫情引发市场极

端行情短期股价下跌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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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2 与上年同期相比增减变动超过 30%的主要合并利润表项目变动情况及原因。 

项目 本期金额 上年同期金额 
本期与上年同期相比   

增减额 增减幅度 情况说明 

研发费用 102,270,412 17,590,970 84,679,442 481.38% 注 1 

财务费用 289,245,838 57,193,220 232,052,618 405.73% 注 2 

投资收益 1,303,000,173 12,897,251 1,290,102,922 10002.93% 注 3 

公允价值变动

收益 
-281,984,043 -213,571,936 -68,412,107 -32.03% 注 4 

资产减值损失 822,592,034 12,135,330 810,456,704 6678.49% 注 5 

信用减值损失 -88,274,398 0 -88,274,398 -100.00% 注 6 

资产处置收益 0 5,525,321 -5,525,321 -100.00% 注 7 

营业外收入 26,685,087 5,811,442 20,873,645 359.18% 注 8 

营业外支出 4,139,793 2,151,003 1,988,790 92.46% 注 9 

注1、研发费用变动原因说明:主要是本集团本期研发费用增加所致； 

注2、财务费用变动原因说明：主要是本集团融资规模同比增加及合并恒邦股份所致； 

注3、投资收益变动原因说明: 主要是本集团套期保值业务盈亏及合并恒邦股份所致； 

注4、公允价值变动收益变动原因说明:主要是本集团套期保值公允价值变动及合并恒邦股份所致； 

注5、资产减值损失变动原因说明:主要是铜价波动导致本集团存货跌价准备增加及合并恒邦股份

所致； 

注6、信用减值损失变动原因说明：主要是应收账款项下保全资产股价上升减值转回所致； 

注7、资产处置收益变动原因说明：主要是本期资产处置收益同比减少所致； 

注8、营业外收入变动原因说明:主要是本集团政府补助增加所致； 

注9、营业外支出变动原因说明:主要是本集团子公司对外捐赠所致。 

 

3.1.3与上年同期相比增减变动超过 30%的主要合并现金流量表项目变动情况及原因 

 

项目 本期金额 上年同期金额 
本期与上年同期相比   

增减额 增减幅度 情况说明 

经营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量净额 
457,966,532  743,933,356  -285,966,824 -38.44% 注 1 

投资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量净额 
-1,488,644,249  -4,050,728,611  2,562,084,362 63.25% 注 2 

注1、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变动原因说明:主要是本集团经营性毛利减少所致； 

注2、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变动原因说明:主要是本集团本期投资支付的现金同比减少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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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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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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西铜业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龙子平 

日期 2020年 4月 28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