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1 年第一季度报告 

1 / 6 

 

公司代码：601168                                                 公司简称：西部矿业 

西部矿业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第一季度报告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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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审议季度报告。 

1.3  公司负责人王海丰、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马明德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马明德

保证季度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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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调整后 调整前 

总资产 50,420,557,005 48,975,414,987 47,903,820,160 2.9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11,196,347,623 11,274,170,977 10,910,288,869 -0.69 

 年初至报告期末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比上年同期增减

(%) 调整后 调整前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090,360,909 1,000,297,377 994,521,121 109 

 年初至报告期末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比上年同期增减

（%） 调整后 调整前 

营业收入 8,392,509,744 6,087,454,332 6,058,563,139 3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474,627,284 49,005,503 70,851,355 86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476,517,127 24,819,383 46,713,574 1,82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4.22 0.47 0.70 增加 3.75 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20 0.02 0.03 900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20 0.02 0.03 9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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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1,0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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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01,8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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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396,0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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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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38,931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3,119,397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524,263  

所得税影响额 -441,406  

合计 -1,889,8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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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5,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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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部矿业集团有限公司 714,899,898 30.00 0 质押 13,000,000 国有法人 

林泗华 41,787,146 1.75 0 无 0 境内自然人 

上海高毅资产管理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高毅晓峰 2

号致信基金 

37,671,247 1.58 0 无 0 其他 

易方达基金－中央汇金资产

管理有限责任公司－易方达

基金－汇金资管单一资产管

理计划 

35,284,700 1.48 0 无 0 其他 

胡亦对 32,857,857 1.38 0 无 0 境内自然人 

卢芳姿 31,928,136 1.34 0 无 0 境内自然人 

新疆塔城国际资源有限公司 30,000,000 1.26 0 质押 30,000,000 
境内非国有

法人 

新疆同裕股权投资有限公司 25,910,000 1.09 0 质押 7,000,000 
境内非国有

法人 

卢芳满 20,349,700 0.85 0 无 0 境内自然人 

兴全基金-兴业银行-兴全-有

机增长 1 号特定多客户资产

管理计划 

18,533,768 0.78 0 无 0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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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部矿业集团有限公司 714,899,898 人民币普通股 714,899,898 

林泗华 41,787,146 人民币普通股 41,787,146 

上海高毅资产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高毅晓峰 2 号致信基金 
37,671,247 人民币普通股 37,671,2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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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方达基金－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

司－易方达基金－汇金资管单一资产管理计

划 

35,284,700 人民币普通股 35,284,700 

胡亦对 32,857,857 人民币普通股 32,857,857 

卢芳姿 31,928,136 人民币普通股 31,928,136 

新疆塔城国际资源有限公司 30,0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30,000,000 

新疆同裕股权投资有限公司 25,910,000 人民币普通股 25,910,000 

卢芳满 20,349,700 人民币普通股  

兴全基金-兴业银行-兴全-有机增长 1 号特定

多客户资产管理计划 
18,533,768 人民币普通股 18,533,768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公司未知上述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和属于《上市公司

收购管理办法》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的说明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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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期发生重大变化的资产负债表项目及原因 

                                                                       单位：元 

项目 期末数 期初数 增减额 增减率（%） 

交易性金融资产 5,049,140 209,131,006 -204,081,866 -98 

应收账款 199,403,885 327,560,101 -128,156,216 -39 

交易性金融负债 2,142,675 569,215 1,573,460 276 

应付票据 2,270,188,968 1,591,307,853 678,881,115 43 

合同负债 423,949,778 318,484,968 105,464,810 33 

应交税费 270,688,955 199,174,904 71,514,051 36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 2,802,882,895 4,844,805,486 -2,041,922,591 -42 

其他流动负债 34,598,555 25,554,806 9,043,749 35 

专项储备 31,833,092 21,783,767 10,049,325 46 

上述资产负债表的对比列示了变动幅度超过 30%的项目，其变动原因如下： 

（1）交易性金融资产较年初减少98%，主要是本期控股子公司西部矿业集团财务有限公司（下

称“西矿财务”）持有的理财产品到期赎回； 

（2）应收账款较年初减少39%，主要是本期收回部分前期销售货款； 

（3）交易性金融负债较年初增加276%，主要是本期末套期保值业务产生的浮动亏损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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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应付票据较年初增加43%，主要是本期新开具的承兑汇票增加； 

（5）合同负债较年初增加33%，主要是本期预收货款增加； 

（6）应交税费较年初增加36%，主要是本期价格上涨，应交的企业所得税和资源税增加； 

（7）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较年初减少 42%，主要是本期偿还到期的“11 西矿 02”公司

债； 

（8）其他流动负债较年初增加35%，主要是本期预收货款增加，相应的税金增加； 

（9）专项储备较年初增加46%，主要是本期计提的安全生产费增加。 

3.1.2报告期发生重大变化的利润表项目及原因 

                                                                               单位：元 

项目 本期金额 上年同期 增减额 增减率（%） 

营业收入 8,392,509,744 6,087,454,332 2,305,055,412 38 

税金及附加 127,621,515 78,018,634 49,602,881 64 

销售费用 9,552,992 38,526,005 -28,973,013 -75 

研发费用 9,020,678 19,202,825 -10,182,147 -53 

其他收益（损失以"-"号填列） 2,210,172 5,351,306 -3,141,134 -59 

投资收益（损失以"-"号填列） -125,620,919 50,687,337 -176,308,256 -348 

公允价值变动收益（损失以"-"号填列） 1,588,562 9,924,802 -8,336,240 -84 

信用减值损失（损失以“-”号填列） 12,719,217 9,470,755 3,248,462 34 

资产减值损失（损失以“-”号填列） 1,636,957 -100,709,780 102,346,737 102 

资产处置收益（损失以“-”号填列） -915,045 6,049,177 -6,964,222 -115 

营业外收入 3,628,160 12,253,606 -8,625,446 -70 

营业外支出 486,735 9,752,953 -9,266,218 -95 

所得税费用 108,481,128 81,063,175 27,417,953 34 

上述利润表的对比分析列示了变动幅度超过30%的项目，其变动原因如下： 

（1）营业收入较上年同期增加38%，主要是本期公司铜类产品量价齐升； 

（2）税金及附加较上年同期增加64%，主要是本期公司销售收入增长，计提的资源税增加； 

（3）销售费用较上年同期减少75%，主要是本期计入销售费用的运输费用减少； 

（4）研发费用较上年同期减少53%，主要是本期发生的研发支出较上年同期减少； 

（5）其他收益较上年同期减少59%，主要是本期收到的与经营活动相关的政府补助较上年同

期减少； 

（6）投资收益较上年同期减少348%，主要是本期有色金属价格上涨，套期保值业务平仓亏

损增加； 

（7）公允价值变动收益较上年同期减少84%，主要是本期控股子公司西矿财务理财产品产生

的浮动收益较上年同期减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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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信用减值损失较上年同期减少34%，主要是本期控股子公司西矿财务贷款及垫款余额减

少，冲回部分贷款拨备； 

（9）资产减值损失较上年同期减少102%，主要是本期计提的存货跌价准备较上年同期减少； 

（10）资产处置收益较上年同期减少115%，主要是本期处置非流动资产实现的收益较上年同

期减少； 

（11）营业外收入较上年同期减少70%，主要是本期收到的非经营性收入较上年同期减少； 

（12）营业外支出较上年同期减少95%，主要是本期公益性捐赠支出较上年同期减少； 

（13）所得税费用较上年同期增加34%，主要是本期利润总额较上年同期增加。 

3.1.3报告期发生重大变化的现金流量表项目及原因 

                                                                        单位：元 

项目 本期金额 上年同期 增减额 增减率（%）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090,360,909 1,000,297,377 1,090,063,532 109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629,878,657 -981,326,672 351,448,015 36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608,201,931 22,543,401 -630,745,332 -2,798 

上述现金流量表的对比分析列示了变动幅度超过30%的项目，其变动原因如下： 

（1）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较上年同期增加109%，主要是本期公司铜类产品量价齐

升，经营业绩同比上升；  

（2）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较上年同期增加36%，主要是本期购买投资理财产品支付

的现金较上年同期减少； 

（3）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较上年同期减少2,798%，主要是本期支付了收购控股股

东持有的青海西部镁业有限公司91.4%股权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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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年2月5日公司召开的第七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及2021年2月24日召开的2021年第一次临

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收购控股股东西部矿业集团有限公司所持青海西部镁业有限公司

91.40%股权的关联交易议案》，会议同意公司以2020年8月31日为基准日确认的青海西部镁业有

限公司91.40%股权对应的评估价值56,256.70万元，收购公司控股股东西部矿业集团有限公司持有

的西部镁业91.40%股权。 

截至2021年3月15日，西部镁业已完成工商变更登记手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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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报告期内超期未履行完毕的承诺事项 

□适用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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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部矿业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王海丰 

日 期 2021 年 4 月 29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