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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重要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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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下列董事外，其他董事亲自出席了审议本次季报的董事会会议
未亲自出席董事姓名

未亲自出席董事职务

未亲自出席会议原因

被委托人姓名

李强新

独立董事

工作原因

姜青梅

公司负责人吉兴业、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董永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
人员)姚艳松声明：保证季度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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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公司基本情况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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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告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

上年同期

减

营业收入（元）

586,050,924.33

32,779,993.12

1,687.8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108,877,769.37

-79,345,327.99

237.22%

122,512,790.94

-69,396,046.05

276.54%

75,613,774.45

-98,422,388.85

176.83%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593

-0.0432

237.27%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593

-0.0432

237.27%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2.09%

-1.49%

3.5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元）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
增减

总资产（元）

9,094,381,559.72

9,315,338,588.60

-2.3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5,257,020,131.06

5,150,681,438.32

2.06%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项目

年初至报告期期末金额

说明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包括已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冲销部
-193.10

分）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与企业业务密切相关，按照国家
统一标准定额或定量享受的政府补助除外）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减：所得税影响额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合计

428,000.00
-13,963,370.57
99,805.11
-347.21
-13,635,021.57

--

对公司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 1 号——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界定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以及把《公
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 1 号——非经常性损益》中列举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的项目，应
说明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将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 1 号——非经常性损益》定义、列举的非经常性损益
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的项目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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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报告期末股东总数及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1、普通股股东总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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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
40,524

0

东总数（如有）

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内蒙古兴业集
团股份有限公
司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件的股份数量

境内非国有法
人

30.27%

质押或冻结情况

持有有限售条

556,075,350

股份状态

数量

质押

555,000,086

冻结

556,075,350

质押

40,000,000

质押

129,367,042

冻结

129,367,042

191,875,264

赤峰富龙公用
（集团）有限

国有法人

7.52%

138,184,794

0

7.04%

129,367,042

0

责任公司
甘肃西北矿业

境内非国有法

集团有限公司

人

吉祥

境内自然人

3.63%

66,623,003

66,223,003

质押

66,223,003

吉伟

境内自然人

3.60%

66,223,003

66,223,003

质押

66,223,003

境外法人

1.67%

30,595,206

0

吉喆

境内自然人

1.62%

29,798,597

29,798,597

质押

29,798,597

常刚

境内自然人

1.36%

25,019,000

0

高云

境内自然人

1.10%

20,286,350

0

1.04%

19,179,445

0

香港中央结算
有限公司

宁波梅山保税
港区东芷投资

境内非国有法

合伙企业（有

人

限合伙）
前 10 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股份种类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股份数量
股份种类

内蒙古兴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364,200,086

人民币普通股

364,200,086

138,184,794

人民币普通股

138,184,794

129,367,042

人民币普通股

129,367,042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30,595,206

人民币普通股

30,595,206

常刚

25,019,000

人民币普通股

25,019,000

赤峰富龙公用（集团）有限责任
公司
甘肃西北矿业集团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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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云

20,286,350

人民币普通股

20,286,350

19,179,445

人民币普通股

19,179,445

18,721,082

人民币普通股

18,721,082

李献来

18,673,940

人民币普通股

18,673,940

郑鹏

15,488,367

人民币普通股

15,488,367

宁波梅山保税港区东芷投资合
伙企业（有限合伙）
北信瑞丰基金－民生银行－四
川信托－辰星 2 号证券投资集合
资金信托计划

自然人股东吉祥与公司控股股东兴业集团的实际控制人吉兴业系父子关系，自然人股
东吉伟与公司控股股东兴业集团的实际控制人吉兴业系父女关系。自然人股东吉喆与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
的说明

公司控股股东兴业集团的实际控制人吉兴业系叔侄关系。公司控股股东内蒙古兴业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与甘肃西北矿业集团有限公司、赤峰富龙公用（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也不属于《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 中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公司未知其他股东相互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知其相互间是否属于《上市公司
收购管理办法》 中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前 10 名股东参与融资融券业务
情况说明（如有）

无

公司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前 10 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在报告期内是否进行约定购回交易
□ 是 √ 否
公司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前 10 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在报告期内未进行约定购回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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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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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重要事项
一、报告期主要财务数据、财务指标发生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资产负债表项目

注释

期末数

年初数

变动幅度

货币资金

注1

90,592,134.72

133,996,739.92

-32.39%

存

货

注2

252,490,118.01

409,437,420.12

-38.33%

使用权资产

注3

37,314,197.00

应付职工薪酬

注4

14,472,044.63

23,328,368.77

-37.96%

124,138,597.91

283,474,765.97

-56.21%

16,693,379.39

37,407,081.16

-55.37%

合同负债

注5

其他流动负债
租赁负债

注6
利润表项目

注释

营业收入
营业成本

注7

税金及附加

100.00%

13,785,210.05
本期金额

100.00%
上期金额

变动幅度

586,050,924.33

32,779,993.12

1687.83%

280,402,051.66

16,175,624.78

1633.49%

33,385,472.38

2,452,111.07

1261.50%

其他收益

注8

443,789.41

124,990.01

255.06%

信用减值损失（损失以“－”号填列）

注9

-819,338.62

-73,025.01

-1022.00%

资产处置收益（损失以“-”号填列）

注10

-193.10

-769,180.67

99.97%

营业外支出

注11

13,990,159.98

9,602,814.41

45.69%

167,449,789.94

-89,914,639.42

286.23%

153,470,629.96

-99,516,273.83

254.22%

44,593,590.44

-20,170,095.70

321.09%

108,877,769.37

-79,345,327.99

237.22%

营业利润
利润总额

注12

所得税费用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现金流量表项目

注释

本期金额

上期金额

变动幅度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注13

75,613,774.45

-98,422,388.85

176.83%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注14

-81,851,419.13

-45,042,853.13

-81.72%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注15

-32,372,662.97

-42,814,019.52

24.39%

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

注16

-38,610,307.65

-186,279,261.50

79.27%

注1：货币资金期末数较年初数减少32.39%，主要原因：报告期使用年初资金偿还所欠供应商
工程、设备及材料采购款所致。
注2: 存货期末数较年初数减少38.33%，主要原因：公司子公司银漫矿业自2021年2月3日起至
报告期末一直处于停产状态，产品库存减少所致。
注3: 使用权资产期末数较年初数增加100.00%，主要原因：报告期公司执行新租赁准则对租
6

内蒙古兴业矿业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第一季度报告正文

赁的办公楼（租期：2021年1月1日至2023年12月31日）按相关规定确认使用权资产所致。
注4:应付职工薪酬期末数较年初数减少37.96%，主要原因：报告期公司支付职工2020年度考
核工资所致。
注5：合同负债期末数较年初数减少56.21%，其他流动负债期末数较年初数减少55.37%，主要
原因：报告期受银漫矿业停产等因素影响，预收客户货款减少所致。
注6：租赁负债期末数较年初数增加100.00%，主要原因：报告期公司执行新租赁准则对超过
一年的租赁负债在此项目列报所致。
注7：营业收入本期数较上期数增加1687.83%，营业成本本期数较上期数增加1633.49%，
税金及附加本期数较上期数增加1261.50%，主要原因：报告期公司主营产品产销量同比大幅
增加所致（2020年1-3月，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公司及各子公司复工时间延迟）。
注8：其他收益本期数较上期数增加255.06%，主要原因：报告期取得的政府补助同比增加所
致。
注9：信用减值损失本期数较上期数减少1022.00%，主要原因：报告期坏账准备计提同比增加
所致。
注10：资产处置收益本期数较上期数增加99.97%，主要原因：报告期固定资产处置收益同比
增加所致。
注11：营业外支出本期数较上期数增加45.69%，主要原因：报告期罚款支出同比增加所致。
注12：营业利润本期数较上期数增加286.23%，利润总额本期数较上期数增加254.22%，所得
税费用本期数较上期数增加321.09%，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本期数较上期数增加
237.22%，主要原因：报告期公司主营业务的推进情况较上年同期相对较好，主营产品产销量
同比大幅增加，公司营业收入同比增加所致。
注13：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本期数较上期数增加176.83%，主要原因为：报告期公司
主营产品产销量同比大幅增加，销售商品、提供劳务收到的现金同比增加所致。
注14：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本期数较上期数减少81.72%，主要原因为：报告期公司
购建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支付的现金支出同比增加所致。
注15：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本期数较上期数增加24.39%，主要原因：报告期偿付利
息支付的现金同比减少所致。
注16： 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本期数较上期数增加79.27%,主要原因：经营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量净额同比增加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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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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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控股股东重整事项
2019年10月8日，公司收到控股股东兴业集团的告知书，告知书称兴业集团于2019年10
月8日收到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赤峰中院”或“法院”）的《民事
裁定书》（[2019]内04破申4号）。《民事裁定书》显示法院裁定受理赤峰宇邦矿业有限公司以
兴业集团不能清偿到期债务、且明显缺乏清偿能力为由，向法院提出对兴业集团进行重整的
申请。自此，兴业集团正式进入重整程序。2020年4月26日，赤峰中院指定北京德恒律师事务
所担任兴业集团重整的管理人。2020年7月23日，赤峰中院作出（2019）内04破2-2号《民事
裁定书》，裁定兴业集团、玉龙国宾馆、布敦银根适用实质合并重整方式进行审理。2020年11
月18日，兴业集团、玉龙国宾馆、布敦银根等三家公司第一次债权人会议召开，审议通过了
《债权人委员会设立及委员会委员选任议案》、
《财产管理方案》。根据兴业集团目前资产及财
务状况，兴业集团拟引入投资人以缓解资金压力，为兴业集团重整提供支持。兴业集团已与
平安信托有限责任公司及恒泰资本投资有限责任公司分别签署了《投资框架协议》，至此，本
次重整取得了阶段性的成果。2021年4月21日，赤峰中院作出（2019）内04破2-5号《民事裁
定书》，自兴业集团、玉龙国宾馆、布敦银根实质合并重整之日起三个月不计入《中华人民共
和国企业破产法》第七十九条规定期限的期间。截至目前，兴业集团重整工作仍在稳步推进
中。
本事项的具体情况请查阅公司分别于2019年8月24日、2019年10月9日、2020年4月28日、
2021年3月20日、2021年4月24日在指定媒体披露的《兴业矿业：关于控股股东被申请重整的
提示性公告》（公告编号：2019-64）、《兴业矿业：关于法院裁定受理控股股东内蒙古兴业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重整的公告》（公告编号：2019-71）、《兴业矿业：关于控股股东重整进展情
况的公告》
（公告编号：2020-14）、
《兴业矿业：关于控股股东重整进展情况的公告》
（公告编
号：2021-24）、《兴业矿业：关于控股股东重整进展情况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27）。
2、子公司自行停产事项
公司子公司银漫矿业于 2021年2月3日收到西乌珠穆沁旗应急管理局（以下简称“西乌旗
应急局”）下发的《关于西乌珠穆沁旗银漫矿业有限责任公司从速开展自查的通知》（西应急
发[2021]31 号，以下简称“《自查通知》”）。银漫矿业收到上述《自查通知》后，严格按照《自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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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通知》的要求自行停产，全面开展自查工作，并于2021年2月4日向西乌旗应急局提交了《西
乌珠穆沁旗银漫矿业有限责任公司关于举报事项自查报告》，同时积极配合核查组开展核查工
作。截至目前，银漫矿业选厂已经提交复工申请，采区正在组织自查整改工作，待西乌旗应
急局组织专家验收通过之后即可恢复生产。
本事项的具体情况请查阅公司分别于2021年2月8日、2月9日在指定媒体发布的《兴业矿
业：关于子公司收到自查通知暨自行停产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11）及《兴业矿业：关
于子公司收到自查通知暨自行停产的补充公告》（公告编号：2021-12）。
重要事项概述

披露日期

临时报告披露网站查询索引
《中国证券报》、
《上海证券报》
、
《证券
时报》、《证券日报》以及巨潮资讯网

2019 年 08 月 24 日

（www.cninfo.com.cn）披露的《兴业
矿业：关于控股股东被申请重整的提示
性公告》（公告编号：2019-64）
《中国证券报》、
《上海证券报》
、
《证券
时报》、《证券日报》以及巨潮资讯网

2019 年 10 月 09 日

（www.cninfo.com.cn）披露的《兴业
矿业：关于法院裁定受理控股股东内蒙
古兴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重整的公告》
（公告编号：2019-71）
《中国证券报》、
《上海证券报》
、
《证券

控股股东重整事项

时报》、《证券日报》以及巨潮资讯网
2020 年 04 月 28 日

（www.cninfo.com.cn）披露的《兴业
矿业：关于控股股东重整进展情况的公
告》（公告编号：2020-14）
《中国证券报》、
《上海证券报》
、
《证券
时报》、《证券日报》以及巨潮资讯网

2021 年 03 月 20 日

（www.cninfo.com.cn）披露的《兴业
矿业：关于控股股东重整进展情况的公
告》（公告编号：2021-24）
《中国证券报》、
《上海证券报》
、
《证券
时报》、《证券日报》以及巨潮资讯网

2021 年 04 月 24 日

（www.cninfo.com.cn）披露的《兴业
矿业：关于控股股东重整进展情况的公
告》（公告编号：2021-27）
《中国证券报》、
《上海证券报》
、
《证券

子公司自行停产事项

2021 年 02 月 08 日

时报》、《证券日报》以及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披露的《兴业
矿业：关于子公司收到自查通知暨自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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停产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11）
《中国证券报》、
《上海证券报》
、
《证券
时报》、《证券日报》以及巨潮资讯网
2021 年 02 月 09 日

（www.cninfo.com.cn）披露的《兴业
矿业：关于子公司收到自查通知暨自行
停产的补充公告》
（公告编号：2021-12）

股份回购的实施进展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采用集中竞价方式减持回购股份的实施进展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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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公司实际控制人、股东、关联方、收购人以及公司等承诺相关方在报告期内超期未履行完毕的承诺事项
√ 适用 □ 不适用
承
承诺事由

承诺方

诺
类

承诺内容

承诺时
间

承诺期限

履行情况

2017 年 1 月

截至本报告出具之日，

1 日－2019

该承诺期限已届满，承

年 12 月 31

诺方存在超期未履行的

日

情形。

型
股改承诺
收购报告书或权益
变动报告书中所作
承诺
根据《银漫矿业采矿权评估报告》，采矿权资产 2017 年度、2018 年度及 2019 年度
兴业集
资产重组时所作承

团、吉伟、

诺

吉祥、吉
喆

的净利润分别不低于 36,567.91 万元、46,389.65 万元、46,389.65 万元，在此基础上，
兴业集团、吉伟、吉祥和吉喆预测采矿权资产 2017 年度、2018 年度及 2019 年度

2016 年

的净利润分别不低于 36,567.91 万元、46,389.65 万元、46,389.65 万元。兴业集团、 12 月
吉伟、吉祥和吉喆承诺，采矿权资产 2017 年度净利润不低于 36,567.91 万元，2017

08 日

年度和 2018 年度净利润累计不低于 82,957.56 万元，2017 年度、2018 年度及 2019
年度净利润累积不低于人民币 129,347.21 万元。

首次公开发行或再
融资时所作承诺
股权激励承诺
以唐河时代 2019 年、2020 年、2021 年的经审计的税后净利润（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
不低于 4,138.16 万元、16,563.04 万元及 16,371.00 万元，累计经审计的税后净利润总
其他对公司中小股
东所作承诺

兴业集团

和不低于 37,072.20 万元（以下简称"调整后业绩承诺"或"调整后承诺利润"）。若唐河

2018 年

时代在补偿期限内累计实际净利润低于调整后承诺利润总和，则兴业集团需对兴业矿

12 月

业进行业绩补偿，业绩补偿的具体金额按以下公式确定：应补偿金额=唐河时代补偿

21 日

期限内的调整后承诺利润总和－唐河时代补偿期限内累计净利润实现数总和。如根据
上述公式计算的金额小于或等于 0 时，则按 0 取值，即转让方无需向兴业矿业补偿。
11

2019 年 1 月
1 日--2021
年 12 月 31
日

截至本报告出具之日，
该承诺仍在承诺期内，
承诺持续有效且正在履
行当中，不存在违背该
承诺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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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唐河时代 2017 年业绩承诺补偿方案。根据天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出具的《唐河时代矿业有限责任公司业绩承诺实现情况说明的审核报告》[天衡专字
（2018）00669 号]，兴业集团需对兴业矿业进行补偿，补偿金额为 7,924.68 万元，根
据双方协商，兴业集团需在 2019 年 6 月 30 日前以现金方式向兴业矿业履行补偿义务。

兴业集团

承诺是否按时履行

以荣邦矿业采矿权评估报告中载明的盈利预测数作为本协议项下的利润预测数。据

2015 年

此，目标采矿权在 2017 年度、2018 年度、2019 年度的利润预测数分别为人民币

10 月

422.20 万元、1,833.68 万元及 2,427.05 万元。

08 日

2017 年 1 月

截至本报告出具之日，

1 日--2019

该承诺期限已届满，承

年 12 月 31

诺方存在超期未履行的

日

情形。

否
（1）荣邦矿业、唐河时代未完成承诺业绩补偿进展情况
兴业集团对公司因荣邦矿业 2017 年度、2018 年度未完成业绩承诺补偿 5,650,597.78 元、19,873,019.87 元，唐河时代 2017 年度未完成业绩承诺补偿
79,246,838.23 元，合计应补偿金额 104,770,455.88 元，扣除 2017 年度应付兴业集团现金股利 11,067,011.61 元及 2019 年房租 7,184,160.00 元后，余额为
86,519,284.27 元。

如承诺超期未履行
完毕的，应当详细说
明未完成履行的具
体原因及下一步的
工作计划

（2）银漫矿业未完成承诺业绩补偿进展情况
截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银漫矿业 2017 年度、2018 年度及 2019 年度扣除财务费用后的累计实现净利润 88,056.40 万元，未完成承诺业绩。应补偿 77,056.86
万元，对应补偿股份为 127,156,540 股（对应补偿股份公司将以人民币 1.00 元的总价格进行回购并予以注销），其中：兴业集团 65,600,060 股；吉祥 25,126,132
股；吉伟 25,126,132 股；吉喆 11,304,216 股。应返还持有期间现金分红 507.38 万元，其中：兴业集团 261.76 万元；吉祥 100.26 万元；吉伟 100.26 万元；
吉喆 45.10 万元。截至本报告披露日，上述补偿事项中，公司已收到吉祥返还的 100.26 万元现金分红，此外的其他业绩补偿事项暂未履行。
截至目前，兴业集团、吉祥、吉伟、吉喆通过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所取得股份均处于被质押状态，且兴业集团已进入司法重整程序，公司暂无法进行回购注
销。公司多次向兴业集团及其一致行动人发文、发函催收，但尚未收到兴业集团及其一致行动人切实可行的履约方案。2020 年 6 月 28 日，公司根据与兴
业集团签订的《业绩补偿协议》及相关补充协议的约定，足额向管理人提交了债权申报材料。公司将就上述业绩补偿事项继续与兴业集团其一致行动人保
持密切沟通，督促其严格按照业绩承诺履行补偿义务，保护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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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金融资产投资
1、证券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证券投资。

2、衍生品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衍生品投资。

五、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进展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六、对 2021 年 1-6 月经营业绩的预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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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幅度变动的警示及原因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七、日常经营重大合同
□ 适用 √ 不适用

八、委托理财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委托理财。

九、违规对外担保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违规对外担保情况。

十、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对上市公司的非经营性占用资金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对上市公司的非经营性占用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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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报告期内接待调研、沟通、采访等活动登记表
√ 适用 □ 不适用
接待时间
2021 年 01 月 01 日
-2021 年 03 月 31 日

接待地点

接待方式

兴业矿业总部

电话沟通

接待对象
类型
个人

接待对象

个人

谈论的主要内容及

调研的基本情

提供的资料

况索引

公司经营及发展请
况，未提供书面资料

无

内蒙古兴业矿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一年四月三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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