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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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审议季度报告。

1.3

公司董事长朱海涛、总经理魏涛、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陈辉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
人员）胡宗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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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总资产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
末增减(%)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24,357,038,584.95

20,676,776,763.94

17.80

6,586,196,296.44

6,632,613,176.76

-0.70

年初至报告期末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87,568,822.78

-783.99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比上年同期增减（%）

8,949,393,723.71

11,708,785,134.73

-23.57

-47,638,012.01

25,271,894.82

-288.50

-50,961,612.85

19,634,601.91

-359.55

-1.1592

0.6171

减少 1.7763 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444

0.0236

-288.14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444

0.0236

-288.14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598,964,543.23

比上年同期增减(%)

年初至报告期末
营业收入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适用 □不适用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本期金额
说明

项目

17,898.58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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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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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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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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077,893.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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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2,609.02

2,753,409.25

单独进行减值测试的应收款项、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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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2,264.15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340,851.14

其他符合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的损益项目

-243,374.83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112,822.97
-2,823,106.67

所得税影响额

3,323,600.84

合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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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0,398
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
期末持股
数量

比例
(%)

670,604,922

62.56

华夏基金－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
限责任公司－华夏基金－汇金资
管单一资产管理计划

23,824,300

中国证券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10,908,374

股东名称（全称）

中国五矿股份有限公司

许军军

10,841,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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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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

无

0

国有
法人

2.22

0

无

0

未知

1.02

0

无

0

未知

0

境内
自然
人

1.01

0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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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建信中
证 500 指数增强型证券投资基金

7,151,472

0.67

0

无

0

未知

广发基金－农业银行－广发中证
金融资产管理计划

5,453,100

0.51

0

无

0

未知

华夏基金－农业银行－华夏中证
金融资产管理计划

4,745,450

0.44

0

无

0

未知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
证 500 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
资基金

4,136,901

0.39

0

无

0

未知

基本养老保险基金一三零一组合

3,657,933

0.34

0

无

0

未知

信泰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万
能保险产品

3,415,700

0.32

0

无

0

未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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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70,604,922

人民币
普通股

670,604,922

华夏基金－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华
夏基金－汇金资管单一资产管理计划

23,824,300

人民币
普通股

23,824,300

中国证券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10,908,374

人民币
普通股

10,908,374

许军军

10,841,103

人民币
普通股

10,841,103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建信中证 500 指数增强
型证券投资基金

7,151,472

人民币
普通股

7,151,472

广发基金－农业银行－广发中证金融资产管理计
划

5,453,100

人民币
普通股

5,453,100

华夏基金－农业银行－华夏中证金融资产管理计
划

4,745,450

人民币
普通股

4,745,450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证 500 交易型开
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4,136,901

人民币
普通股

4,136,901

基本养老保险基金一三零一组合

3,657,933

人民币
普通股

3,657,933

信泰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万能保险产品

3,415,700

人民币
普通股

3,415,700

中国五矿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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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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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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位：万元 币种：人民币
本报告期末

货币资金

297,410.11

216,598.36

37.31

本期公司适度提高货币资金持有量，以保障业务
经营陆续恢复常态后对资金的需求。

应收票据

115,954.57

193,751.87

-40.15

本期公司应收的商业票据到期托收回款。

其他应收款

116,609.89

65,588.21

77.79

公司本期执行新收入准则，按规定将代理业务所
涉相关资产调整至其他应收款。

存货

651,863.67

386,966.65

68.45

公司以备销售的存货增加以适应下游工程建设用
钢市场的回暖。

55,389.18

27,774.53

99.42

本期公司采购和库存规模增加，期末留存的未抵
扣增值税进项税额增加。

493,356.24

334,960.89

47.29

为保障业务经营陆续恢复常态后对资金的需求，
本期公司增加了银行借款。

200,500.05

-100.00

公司本期执行新收入准则，调整了预收账款的列
报项目。

其他流动资产
短期借款
预收款项
合同负债
应付职工薪酬
应交税费

上年度末

变动比
例(%)

报表项目

变动原因

公司本期执行新收入准则，将预收账款调整至合
同负债，同时本期公司预收的销售端货款增加。

396,612.90
12,824.71

19,304.73

-33.57

本期公司支付了上年度职工薪酬。

8,660.46

15,347.72

-43.57

本期公司缴纳了上年度税费。

56.43

本期公司从关联方拆入资金增加；执行新收入准
则，按照规定将代理业务所涉相关负债调整至其
他应付款。

其他应付款

254,722.74

报表项目

本期数

162,839.47

上年同期

变动比
例(%)

变动原因

财务费用

9,167.92

4,208.53

117.84

本期公司受人民币兑美元贬值因素影响，确认的
汇兑损失同比增加。

其他收益

1,124.01

165.96

577.29

本期公司收到的政府补助增加。

信用减值损失（损失
以“-”号填列）

-1,518.95

1,907.95

-179.61

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本期公司销售回款不及预
期，相应计提的应收款项坏账准备同比增加。

-180.98

1,702.95

-110.63

本期公司亏损，相应的所得税费用同比大幅减少。

-783.99

新冠肺炎疫情对经济的影响逐渐减弱，为适应后
续下游工程建设用钢市场的需求恢复，本期公司
钢材采购增加，相应的采购支付的现金流出增加。

所得税费用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59,896.45

8,756.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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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3.2

-676.28

154,161.35

127.56

-56,294.89

-630.19

主要是上年同期公司收到的非流动资产处置款较
多。

373.85

为保障业务经营陆续恢复常态后对资金的需求，
本期公司增加了银行借款，相应取得借款收到的
现金流入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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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1月14日，公司八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下属子公司拟接受以物
抵债的议案》。公司下属子公司五矿新疆贸易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五矿新疆”）与新疆和
旭钢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和旭钢铁”）、新疆嘉和润物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嘉和润”）
开展钢材贸易业务。2015年，钢铁行业整体不景气，和旭钢铁与嘉和润出现亏损，业务执行期间
形成对五矿新疆的业务欠款。经协商，奎屯智新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智新投资”）拟
同意以其自有的部分房产代为抵偿和旭钢铁、嘉和润所欠五矿新疆债务7,012.44万元，并基于此安
排将房产过户给五矿新疆。根据经国资监管机构备案的评估结果，代为抵偿五矿新疆债权的资产
评估值为5,264.91万元。综合考虑和旭钢铁、嘉和润两家公司的规模及实际经营情况，五矿新疆拟
接受该项以物抵债方案。为了尽快收回应收账款、降低公司整体应收账款规模，公司董事会同意
公司下属子公司五矿新疆接受该项以物抵债方案，同意授权公司经营层签署相关文件并办理相关
事宜。具体情况详见公司于2020年1月15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发布的《五
矿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下属子公司拟接受以物抵债的公告》（临2020-01）。
2、2010年1月15日，公司发布公告披露，2018年12月6日至2020年1月13日，公司累计收到政
府补助2,403.67万元，项目内容为经营扶持资金、税收返还、经营奖励三项内容。具体情况详见上
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发布的《五矿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政府补助的公告》（临
2020-03）。
3、2020年1月21日，公司发布公告披露下属子公司涉及诉讼、仲裁事项以及相关诉讼进展情
况。根据案件具体情况，基于谨慎性原则，公司按照会计准则对相关案件进行了相应的会计处理，
具体情况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发布的《五矿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下属
子公司涉及诉讼、仲裁的公告》（临2020-04），公告中部分案件的进展情况详见《五矿发展股份
有限公司2019年年度报告》。
4、2020年1月21日，公司发布公告披露下属子公司挂牌转让所持部分五矿兰州物流有限责任
公司（以下简称“五矿兰州”）80%股权事项进展情况。2019年6月28日，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十
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下属子公司拟挂牌转让所持部分五矿兰州物流有限责任公司股权的
议案》，同意公司下属子公司五矿钢铁有限责任公司以公开挂牌方式转让其持有的五矿兰州物流
有限责任公司80%股权，挂牌价格不低于25,236.8万元。2019年9月28日、2019年12月24日，公司
先后披露了五矿兰州80%股权转让项目的进展情况。具体情况详见公司于2019年6月29日、2019
年9月28日、2019年12月24日、2020年1月21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发布的
《五矿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下属子公司拟挂牌转让所持部分股权的公告》（临2019-29）、《五
矿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下属子公司挂牌转让所持部分股权的进展公告》（临2019-42）、（临
2019-67）、（临20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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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019 年 12 月 13 日，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及全资子公
司申请融资综合授信并提供担保的议案》、《关于对全资子公司向财务公司申请融资综合授信额
度并提供担保的议案》，同意 2020 年五矿发展对全资子公司融资综合授信提供担保的总额不超过
102 亿元人民币（任一时点担保余额），同意 2020 年度公司为全资子公司从关联方五矿集团财务
有限责任公司获得授信提供总额不超过 8 亿元人民币担保。2019 年 12 月 30 日，公司 2019 年第
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上述两项议案。此后，五矿发展先后向光大银行北京分行签署了《战
略客户授信额度使用授权委托书》，分别授权公司全资子公司五矿钢铁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
“五矿钢铁”）、五矿贸易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五矿贸易”）、中国矿产有限责任公司（以
下简称“中国矿产”）以其自身名义使用 11 亿元、2 亿元、10 亿元授信额度，并对上述五矿钢铁、
五矿贸易、中国矿产使用上述授权范围内的融资综合授信所负的全部债务承担连带偿还义务。交
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市分行同意向五矿发展下属全资子公司中国矿产、五矿钢铁提供授信额
度，公司为全资子公司中国矿产、五矿钢铁使用上述授信额度提供总额度不超过 50 亿元人民币担
保。此外，五矿发展与关联方五矿集团财务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五矿财务公司”）签订《最
高额保证协议》，授权全资子公司五矿钢铁、中国矿产、五矿贸易及五矿物流集团有限公司使用
五矿财务公司提供的授信额度并为上述子公司提供总额度不超过 8 亿元人民币担保（上述各全资
子公司使用授信额度及公司为其提供的担保额度可相互调剂）。截至 2020 年 4 月 7 日，公司对全
资子公司融资综合授信累计提供担保余额为 83 亿元（含公司为全资子公司使用关联方五矿集团财
务有限责任公司授信提供总额度不超过 8 亿元人民币担保）。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19 年 12 月
14 日、2019 年 12 月 31 日、2020 年 1 月 15 日、2020 年 2 月 14 日、2020 年 3 月 21 日、2020 年
4 月 7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发布的《五矿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及全
资子公司申请融资综合授信并提供担保的公告》（临 2019-62）、《五矿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2019-69）、《五矿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及全资子公司
申请融资综合授信并提供担保的进展公告》（临 2020-02）、（临 2020-07）、（临 2020-11）、
（临 2020-21）。
6、2019 年 12 月 20 日，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及下属子公
司开展应收账款保理及应收票据贴现业务的议案》，同意 2020 年公司及下属子公司开展无追索权
的应收账款保理及应收票据贴现业务金额总计不超过人民币 100 亿元（全年累计总额）；同意在
上述额度范围内授权公司及公司下属子公司经营层行使具体操作的决策权并签署相关合同文件，
包括但不限于选择合格的应收账款保理及应收票据贴现业务合作机构、确定公司及下属子公司可
以开展的应收账款保理及应收票据贴现业务具体额度等。2020 年 3 月 23 日，公司 2020 年第一次
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上述事项。具体情况详见公司于 2019 年 12 月 21 日、2020 年 3 月 24 日
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发布的《五矿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及下属子公
司开展应收账款保理及应收票据贴现业务的公告》（临 2019-66）、《五矿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临 2020-12）。
7、2020年3月6日，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下属子公司拟签订
重大合同的议案》，同意公司下属子公司中国矿产有限责任公司拟与国外铁矿石企业签订2020至
2021年度长期采购合同，合同约定中国矿产将从上述企业采购铁矿石，总金额约17.5亿元人民币。
2020年3月23日，公司2020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上述事项。具体情况详见公司于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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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3月7日、2020年3月24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发布的《五矿发展股份有限
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决议公告》（临2020-08）、《五矿发展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第一
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临2020-12）。
8、2020年3月6日，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下属子公司拟设立
五矿证券-五矿保理应收账款资产支持专项计划的议案》，同意五矿供应链商业保理（深圳）有限
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五矿保理”）与五矿证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五矿证券”）开展应收账
款资产支持证券业务，即五矿保理将其享有的应收账款债权及其附属担保权益转让给五矿证券设
立并担任专项计划管理人的五矿证券-五矿保理应收账款资产支持专项计划（以下简称“专项计
划”），并通过专项计划发行资产支持证券进行融资，专项计划发行规模不超过3亿元，存续期不
超过1年，按季度进行循环购买。五矿保理担任本次专项计划的资产服务机构；五矿证券担任本次
专项计划的管理人和销售机构；五矿发展作为专项计划流动性差额支付承诺人，为优先级资产支
持证券提供流动性差额支付。专项计划成立后，资产支持证券将在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此外，
当日董事会还审议通过了《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五矿证券-五矿保理应收账款资产支
持专项计划有关事宜的议案》，同意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本次专项计划全部相关事宜。
2020年3月23日，公司2020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上述两项议案。具体情况详见公司于
2020年3月7日、3月24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发布的《五矿发展股份有限公
司关于公司下属子公司与关联方合作开展资产证券化业务的公告》（临2020-09）、《五矿发展股
份有限公司2020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临2020-12）。
9、2020年3月30日，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与关联方续签<
金融服务框架协议>、<日常关联交易框架协议>及<综合服务协议>的议案》，同意公司续签《日
常关联交易框架协议》、《金融服务框架协议》、《综合服务协议》。因此前公司与关联方签订
的《日常关联交易框架协议（2017-2019年）》、与五矿集团财务有限责任公司签订的《金融服务
框架协议（2017-2019年）》、与中国五矿集团有限公司、中国五矿股份有限公司签订《综合服务
协议（2017-2019）》已到期，拟续签《日常关联交易框架协议（2020-2022年）》、《金融服务
框架协议（2020-2022年）》和《综合服务协议（2020-2022年）》。2020年4月27日，公司2019年
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上述事项。具体情况详见公司于2020年3月31日、2020年4月28日在上海证
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发布的《五矿发展股份有限公司日常关联交易公告》
（临2020-16）、
《五矿发展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临2020-26）。
10、2020年3月30日，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受托管理韩国五矿等
海外公司股权的议案》，同意公司与中国五矿集团有限公司续签《关于托管南美五金矿产有限公
司、明纳哥国际有限公司两家海外公司股权之合同书》、与五矿海外贸易有限公司续签《关于托
管韩国五矿株式会社等9家海外公司股权之合同书》，同意受托管理韩国五矿等海外公司；在托管
期限内，每年向中国五矿集团有限公司收取10万元托管费用，向五矿海外贸易有限公司收取80万
元托管费用。由于五矿钢铁英国有限公司与本公司已不存在同业竞争问题，相关托管协议不再续
签。具体情况详见公司于2020年3月31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发布的《五矿
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受托管理资产暨关联交易公告》（临2020-17）。
11、2020年3月30日，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第八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公司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同意公司会计政策变更以及合并财务报表格式调整。具体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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况详见公司于2020年3月31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发布的《五矿发展股份有
限公司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公告》（临2020-18）。
12、2020年3月30日，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推荐朱海涛先生为公
司董事候选人的议案》、《关于推荐陈全生先生为公司独立董事候选人的议案》，同意向公司股
东大会提名朱海涛先生为董事候选人，同意向公司股东大会提名陈全生先生为独立董事候选人。
2020年4月13日，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推荐唐小金先生为公司董事
候选人的议案》，同意向公司股东大会提名唐小金先生为董事候选人。2020年4月27日，公司2019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公司独立董事的议案》、《关于选举公司董事的议案》，选
举陈全生先生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独立董事，选举朱海涛先生、唐小金先生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
董事。具体情况详见公司于2020年3月31日、2020年4月14日、2020年4月28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
站（www.sse.com.cn）发布的《五矿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选举公司董事及独立董事的公告》（临
2020-19）、《五矿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选举公司董事的公告》（临2020-23）、《五矿发展股
份有限公司2019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临2020-26）。
13、2020年4月7日，公司发布公告披露，公司董事长刘青春先生由于工作调整原因向公司董
事会申请辞去公司董事、董事长、董事会战略委员会主任委员、提名委员会委员职务；在公司董
事会选出新任董事长之前，半数以上董事共同推举公司董事、总经理魏涛先生代为履行公司董事
长职责。具体情况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发布的《五矿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董事长辞职的公告》（临20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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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预计今年上半年行业环境相对比上年同期将面临更大压力，公司年初
至下一报告期期末的累计净利润与上年同期相比预计将出现下滑，具体财务数据将在公司2020年
半年度报告中详细披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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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名称

五矿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朱海涛

日期

2020 年 4 月 27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