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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票代码：600390         股票简称：五矿资本        编号：临 2020-037 

五矿资本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非公开发行优先股摊薄即期回报对公司主要财务

指标的影响及填补措施与相关主体承诺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提示： 

以下关于五矿资本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五矿资本”、“公司”）非公开

发行优先股股票（以下简称“非公开发行优先股”）主要财务指标的假设、分析、

描述均不构成公司的盈利预测，公司本次制定的填补回报措施不等于对公司未

来利润做出保证，投资者不应据此进行投资决策，如投资者据此进行投资决策

而造成任何损失的，公司不承担任何责任，提请广大投资者关注。 

 

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五矿资本于 2020年 5 月 29日召开了第八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非

公开发行优先股股票的相关议案。根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促进资本市场健康发

展的若干意见》（国发[2014]17 号）、《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加强资本市场中

小投资者合法权益保护工作的意见》（国办发[2013]110 号）、中国证监会《关于

首发及再融资、重大资产重组摊薄即期回报有关事项的指导意见》（中国证监会

公告[2015]31 号）等文件的有关规定，五矿资本就本次非公开发行优先股对即期

回报摊薄的影响进行了分析并提出了具体的填补回报措施，相关主体做出了切实

履行公司填补回报措施的承诺。现将相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本次非公开发行优先股摊薄即期回报对公司主要财务指标的影响 

（一）财务指标计算主要假设和前提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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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假设宏观经济环境、行业政策及公司经营情况没有发生重大不利变化； 

2、假设本次非公开发行优先股数量为 8,000 万股，募集资金总额为 800,000

万元，且不考虑发行费用的影响。本次发行优先股实际到账的募集资金规模将根

据监管机构核准、发行认购情况以及发行费用等情况最终确定； 

3、假设公司 2020 年度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增幅（较 2019 年度）分

别按照 10%、15%、20%测算，即公司 2020 年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分别

为 300,856.24 万元、314,531.52 万元和 328,206.80 万元。假设公司 2020 年非经

常性损益与 2019 年保持一致，即公司 2020 年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

股东的净利润分别为 280,993.34 万元、294,668.62 万元和 308,343.90 万元； 

（本利润假设仅作示意性分析之用，不代表公司对 2020 年利润的盈利预测） 

4、假设不考虑本次非公开发行优先股募集资金到账后，对公司经营状况、

财务状况等的影响； 

5、假设本次优先股于 2020 年下半年完成发行（仅为示意性测算，不代表本

次优先股的实际发行时间，发行时间最终以监管机构核准本次发行后实际完成时

间为准），根据本次优先股发行方案，每年的付息日为本次优先股发行的缴款截

止日起每满一年的当日，但从审慎角度考虑，公司做以下测算时，假设本次优先

股在 2020 初即已存续，并在 2020 完成一个计息年度的全额派息，股息率为 5%

（仅为示意性测算，不代表本公司预期的本次发行优先股股息率）； 

6、假设 2020 年不进行中期分红； 

7、在预测公司总股本时，以公司截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的合并报表数据为

基础，仅考虑本次优先股，不考虑其他因素导致公司股本发生的变化； 

8、每股收益指标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编报规则第 9 号—净

资产收益率和每股收益的计算及披露》（2010 年修订）的有关规定进行计算。 

 

（二）对公司主要指标的影响 

基于上述假设前提，公司测算了本次非公开发行优先股摊薄即期回报对公司

主要财务指标的影响，具体情况如下： 

1、假设公司 2020 年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较 2019 年增长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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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形一：假设公司 2020 年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较 2019 年增长 10%，

即 300,856.24 万元，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

280,993.34 万元。 

项目 
2019 年度/ 

2019 年 12 月 31 日 

2020 年度/2020 年 12 月 31 日 

发行前 发行后 

普通股股本（股） 4,498,065,459 4,498,065,459 4,498,065,459 

优先股股本（股） - - 80,000,000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权益（元） 34,451,762,197.01  37,460,324,567.64  45,460,324,567.64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元） 
2,735,056,700.57  3,008,562,370.63  3,008,562,370.63  

归属于母公司普通股股东的

净利润（元） 
2,735,056,700.57  3,008,562,370.63  2,608,562,370.63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

母公司股东的的净利润（元） 
2,536,427,686.22  2,809,933,356.28  2,809,933,356.28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

母公司普通股股东的净利润

（元） 

2,536,427,686.22  2,809,933,356.28  2,409,933,356.28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基本每

股收益（元/股） 
0.56  0.62  0.54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稀释每

股收益（元/股） 
0.56  0.62  0.54  

归属于母公司普通股股东的

每股净资产（元/股） 
7.66  8.33  8.24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加权平

均净资产收益率（%） 
7.53 7.84 5.52 

2、假设公司 2020 年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较 2019 年增长 15% 

情形二：假设公司 2020 年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较 2019 年增长 15%，

即 314,531.52 万元，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

294,668.62 万元。 

项目 
2019 年度/2019

年 12 月 31 日 

2020 年度/2020 年 12 月 31 日 

发行前 发行后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56  0.66  0.57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56  0.66  0.57  

归属于母公司普通股股东的每股净资产（元

/股） 
7.66  8.36  8.27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

率（%） 
7.53 8.20 5.82 

3、假设公司 2020 年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较 2019 年增长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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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形三：假设公司 2020 年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较 2019 年增长 20%，

即 328,206.80 万元，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

308,343.90 万元。 

项目 
2019 年度/2019

年 12 月 31 日 

2020 年度/2020 年 12 月 31 日 

发行前 发行后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基本每股收益（元/ 股） 0.56  0.69  0.60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稀释每股收益（元/ 股） 0.56  0.69  0.60  

归属于母公司普通股股东的每股净资产 

（元/股） 
7.66  8.39  8.30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

率（%） 
7.53 8.57 6.13 

注 1：归属于母公司股东权益=期初归属于母公司股东权益-本期现金分红+本期归属于母公

司股东的净利润； 

注 2：归属于母公司普通股股东的净利润=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优先股当期宣告发放

的股息； 

注 3：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普通股股东的净利润=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

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优先股当期宣告发放的股息； 

注 4：基本每股收益和稀释每股收益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编报规则第 9 号

——净资产收益率和每股收益的计算及披露》（2010 年修订）编制； 

注 5：归属于母公司普通股股东的每股净资产=（归属于母公司股东权益-本次募集资金总额

-本期现金分红）/普通股股本； 

注 6：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公司普通股

股东的净利润/（期初归属于母公司股东权益+本次募集资金总额+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

于母公司普通股股东的净利润/2-本期现金分红*宣告现金分红次月起至报告期期末的累计

月数/12）。 

 

（三）关于本次测算的说明 

1、公司对本次测算的上述假设分析并不构成公司的盈利预测，投资者不应

据此进行投资决策，投资者据此进行投资决策造成损失的，公司不承担任何责任； 

2、本次发行优先股的募集资金总额仅为估计值，本次优先股在 2020 年初即

已存续的假设和股息率水平仅为示意性测算，最终以经中国证监会核准并实际发

生的募集资金总额、发行完成时间和股息率为准。 

 

二、对于本次非公开发行优先股摊薄即期回报的风险提示 

本次非公开发行优先股后，公司净资产大幅增加，并且由于优先股股东按照

约定股息率优先于普通股股东获得利润分配，在不考虑募集资金使用效果的前提

下，本次优先股的股息支出将一定程度上摊薄本公司归属于普通股股东的税后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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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润，因此短期内本公司的净资产收益率和基本每股收益等指标可能出现一定幅

度的下降，本次募集资金到位后普通股股东即期回报存在被摊薄的风险。 

特此提醒投资者关注本次非公开发行优先股摊薄即期回报的风险，同时公司

就摊薄即期回报制定的填补回报措施不等于对公司未来利润做出保证。公司将在

定期报告中持续披露填补被摊薄即期回报措施的完成情况及相关承诺主体承诺

事项的履行情况。 

 

三、董事会关于本次非公开发行优先股的必要性和合理性的说明 

公司本次拟非公开发行优先股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 800,000 万元，扣除发行

费用后的净额将用于对下属控股子公司五矿国际信托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五矿

信托”）和五矿证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五矿证券”）进行增资，用于补充上述

两家公司的营运资金，募集资金不足部分由公司以自有资金或通过其他合规融资

方式解决。 

（一）五矿国际信托有限公司的业务发展需要 

1、适应监管要求，满足业务发展需要 

根据《信托公司净资本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信托公司须按照各项业务规

模计算风险资本并与净资本建立对应关系，信托公司的净资本需大于风险资本，

且净资本不低于净资产的一定比例。因此，净资产的大小制约着信托公司业务规

模的开展。通过母公司增资的方式能有效增加五矿信托的净资产规模。 

2、增强资本实力与提升抗风险能力的需要 

根据国务院《关于积极稳妥降低企业杠杆率的意见》（国发〔2016〕54 号）、

国资委《关于中央企业降杠杆减负债的指导意见》（国资发财管〔2017〕187 号）

工作要求，2020 年是“降杠杆，减负债”的收官之年。为抵御市场风险，公司通

过对五矿信托的增资，来提升五矿信托的资产总额与净资产额，降低五矿信托的

资产负债率，增强公司抵御财务风险的能力。 

3、提高盈利能力，提升行业地位 

本次发行完成后，五矿信托净资本将进一步扩大，将有助于提升五矿信托的

业务规模、盈利能力，不断增强其核心竞争力，为五矿信托进一步提高行业排名

的目标打下坚实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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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五矿证券有限公司的业务发展需要充足的运营资金支持 

1、适应监管要求，满足业务扩张需要 

在以净资本为核心的监管体系下，净资本水平的高低决定了证券公司各项业

务规模的大小。随着五矿证券不断发展，资本规模逐渐无法满足其业务扩张的需

要，对改善其业务结构、拓展其业务范围和业务规模产生了一定的制约。因此，

净资产的大小制约着证券公司业务规模的开展。通过母公司增资的方式能有效增

加五矿证券的净资产规模，缓解资本规模对证券公司业务发展的掣肘。 

2、适应行业特点，提升行业地位 

证券行业是资本密集型行业，资本规模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证券公司的盈利

能力、市场地位、发展空间以及抗风险能力，较大的资本规模能显著改善盈利结

构，提升盈利能力。 

五矿证券目前资本规模难以满足其加快业务转型、巩固和提升市场竞争力的

需求。本次募集资金可以直接扩充五矿证券资本金，将提升五矿证券经纪业务竞

争能力，加大五矿证券资本消耗型业务规模。 

  

四、关于填补即期回报的具体措施 

由于优先股股东优先于普通股股东获得利润分配，所以在不考虑募集资金财

务回报的情况下会造成归属于普通股股东净利润的减少，从而导致归属于公司普

通股股东的每股收益及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的下降。 

为保证本次募集资金有效使用，有效防范即期回报被摊薄的风险和提高公司

未来的回报能力，公司拟通过加强募集资金管理、拓展服务领域、优化经营模式、

发挥内部联动效应、推进成本管理、加强风险管理、注重股东回报等措施，提高

公司盈利能力、提升公司核心竞争力、提升抗风险能力、实现可持续发展。具体

措施如下： 

1、加强战略引领作用，推进公司高质量发展 

公司将加强战略引领作用。分析研判好宏观环境、科技革命、产业变革的趋

势，跳出线性发展的框架，以更具有前瞻性、战略性和创造性的思维，做好“十

四五规划”的课题研究和具体编制工作。深入把握业务本质，全面理清业务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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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彻理解监管要求，优化与战略目标相匹配的考核激励机制，引导业务和管理遵

循战略既定方向，推动公司全面、稳健、高质量发展。 

2、加强募集资金管理，保证募集资金合理合法使用 

为规范募集资金的管理和使用，确保本次发行募集资金用于增资五矿信托和

五矿证券，增强其资本实力，公司已经根据《公司法》、《证券法》和《上海证券

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的规定和要求，结合公司实际情况，制定并完

善了募集资金管理制度，明确规定公司对募集资金实行专户专储、专款专用，公

司董事会将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及本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的要求规范管理

募集资金，确保资金安全使用。 

3、完善利润分配政策，强化投资者回报机制 

公司已根据中国证监会《关于进一步落实上市公司现金分红有关事项的通

知》、《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3号——上市公司现金分红》等相关规定的要求，制

定了《五矿资本股份有限公司未来三年股东回报规划（2020年-2022年）》。公司

将严格执行上述规划，切实维护投资者合法权益，强化中小投资者权益保障机制。 

4、加强产融协同，严格控制风险 

公司将继续加强产融协同，严格控制风险，具体做好以下工作： 

一是做好准备，顺应行业监管变化。目前金控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已经发布，

并从风险、资本、治理等方面要求，将金控公司纳入央行监管。为此，公司将主

动根据监管政策导向，完善金控平台功能、健全金控管理体系、完善各项基础设

施。 

二是加强产融协同、提升服务能力和服务质量。鼓励各子公司发挥优势，以

满足风控标准、符合监管要求为底线，加大对内外部核心产业领域重点项目的支

持、服务力度。内部各机构在合规前提下，共享业务信息，共创业务机遇，探索

产业综合金融服务新模式。 

三是严控各类金融风险。在展业过程中既要看到交易对手、具体项目的本质，

又要关注宏观形势、行业形势、市场趋势的变化。坚持对风险实施“全流程”管

控，优化项目评审机制，着力提升识别、分析、评价风险的核心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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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对本次非公开发行优先股摊薄即期回报采取

填补措施的承诺 

公司全体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将忠实、勤勉的履行职责，维护公司和全体股

东的合法权益，并对公司填补回报措施能够得到切实履行作出承诺： 

“（1）承诺不无偿或以不公平条件向其他单位或者个人输送利益，也不采用

其他方式损害本公司利益； 

（2）承诺勤俭节约，严格按照国家、地方及本公司有关规定对职务消费进

行约束，不过度消费，不铺张浪费； 

（3）承诺不动用本公司资产从事与本人履行职责无关的投资、消费活动； 

（4）承诺促使董事会或薪酬委员会制定的薪酬政策与本公司填补回报措施

的执行情况相挂钩，并在公司董事会或股东大会审议该薪酬制度议案时投赞成票

（如有投票/表决权）； 

（5）如本公司将来推出股权激励计划，则促使本公司股权激励的行权条件

与本公司填补回报措施的执行情况相挂钩，并在公司董事会或股东大会审议该员

工股权激励议案时投赞成票（如有投票/表决权）； 

（6）若上述承诺与中国证监会关于填补回报措施及其承诺的明确规定不符

或未能满足相关规定的，本人将根据中国证监会最新规定及监管要求进行相应调

整。” 

特此公告。 

五矿资本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零二零年五月三十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