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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中金岭南有色金属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度董事局报告
本公司及董事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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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 年，公司董事局依照《公司法》、
《证券法》
、
《深圳
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
《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规范
运作指引》及《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以保障全体股东权
益为目标，认真贯彻执行股东大会决议，规范公司运作，勤
勉尽责，较好履行了公司及股东赋予董事局的各项职责。
一、2020 年度主要经营情况
2020 年是公司极为艰难、极具挑战、极不平凡的一年。
面对统筹疫情防控和生产经营两大战役，公司认真贯彻新发
展理念，紧紧围绕“世界一流的多金属国际化资源公司”企
业愿景，上下凝心聚力、众志成城、双线作战，以战时状态、
战斗姿态、战胜信心和战狼精神，坚决打赢疫情防控“阻击
战”和生产经营“攻坚战”，保持了稳中有进、进中向好、
逆势上扬的发展态势。
2020 年，公司矿山企业生产精矿铅锌金属量 28.06 万吨，
其中国内矿山企业生产铅锌精矿金属量 17.16 万吨，国外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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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企业生产铅锌精矿金属量 10.90 万吨；冶炼企业生产铅锌
产品 30.94 万吨，生产硫酸 22.20 万吨，硫磺 4.26 万吨；深加
工企业生产铝型材 1.65 万吨，
幕墙门窗工程 53.78 万平方米，
生产电池锌粉 1.58 万吨，生产片状锌粉 251 吨，冲孔镀镍钢
带 1020 吨。实现营业总收入 302.53 亿元，相比去年同期增长
32.47%；实现归属母公司净利润 9.95 亿元，相比去年同期增
长 16.78%。
二、2020 年度公司治理情况
2020 年，公司以现场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共召开 5
次股东大会；10 次董事局会议；公司董事局专门委员会中，
审计委员会召开 5 次会议，提名委员会召开了 4 次会议，薪
酬与考核委员会召开 3 次会议，并召开独立董事履行年报编
制见面职责会议 1 次。各专业委员会均依照各自工作职责规
范运作，公司管理层勤勉尽责，有效执行了董事局的决策。
2020 年，公司积极践行以“向善向上、共创共享”为核
心价值观的企业文化，进一步完善公司治理结构，加强董事
会建设，推动公司治理结构不断优化，推动公司经营业绩稳
步提升，为股东创造利润、为员工创造幸福、为社会创造财
富。公司董事局成功荣获《董事会》杂志评选的“金圆桌奖
——董事会治理特别贡献奖”，公司董事长获评深圳特区 40
周年“最受尊敬的 40 位企业家”
“深圳百名行业领军人物”
。
2020 年度董事局工作具体情况如下：
（一）股东大会决议执行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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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会议届次 召开日期

审议通过的议案

1

2019 年年
度股东大 3 月 31 日
会

1、审议《2019 年度董事局报告》
2、审议《2019 年度监事会报告》
3、审议《2019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4、审议《2019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5、审议《关于公司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的议案》
6、审议《关于公司申请 2020 年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7、审议《2019 年年度报告和年报摘要》
8、审议《关于为公司董事监事高管继续购买责任险的
议案》
9、审议《关于续聘中审众环会计师事务所为公司 2020
年度财务报表和内部控制审计机构的议案》
10、审议《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11、听取《2019 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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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第
一次临时 5 月 15 日
股东大会

1、审议《关于提名第八届董事局非独立董事候选人的
议案》

3

2020 年第
二次临时 9 月 15 日
股东大会

1、审议《关于深圳市有色金属财务有限公司解散暨关
联交易的议案》

4

2020 年第
1、审议《关于拟变更第八届董事局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三次临时 10 月 12 日
2、审议《关于拟变更第八届董事局独立董事的议案》
股东大会

5

1、审议《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2020 年第
四次临时 12 月 16 日 2、审议《关于修订<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股东大会
3、审议《关于修订<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二）董事局会议召开情况
序号 会议届次 召开日期

1

2

审议通过的议案

第八届董
事局第二
1 月 20 日
十二次会
议

1、《关于公司 2020 年度套期保值计划的议案》

第八届董
事局第二
3月6日
十三次会
议

1、《2019 年度董事局报告》
2、《2019 年度总裁工作报告》
3、《2019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4、《2019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5、《申请担保的议案》
6、《2019 年度公司担保情况的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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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届董
事局第二
4 月 28 日
十四次会
议

7、《2019 年度公司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资金占用情况
的报告》
8、《2020 年度公司日常关联交易金额预测的议案》
9、
《关于公司 2017-2019 年度净资产收益率、每股收益
明细表的报告》
10、《关于公司 2017-2019 年度非经常性损益明细表的
报告》
11、《关于公司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的议案》
12、
《关于调整公司 2017 年非公开发行部分募集资金投
资项目实施进度的议案》
13、
《2019 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
告》
14、《关于公司申请 2020 年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15、《2019 年年度报告和年报摘要》
16、《2019 年度投资者保护工作报告》
17、
《关于为公司董事监事高管继续购买责任险的议案》
18、《2019 年度环境报告》
19、《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20、《2019 年度社会责任报告》
21、《2019 年度套期保值情况报告》
22、《2019 年度内部控制评价报告》
23、《2019 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
24、
《关于中审众环会计师事务所 2019 年度审计工作总
结报告》
25、
《关于续聘中审众环会计师事务所为公司 2020 年度
财务报表和内部控制审计机构的议案》
26、《关于召开 2019 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
1、《2020 年第一季度总裁工作报告》
2、
《2020 年一季度财务分析报告》
（附：2020 年一季度
财务报告）
3、《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
4、《关于申请担保的议案》
5、《2020 年一季度担保情况的报告》
6、《关于公司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资金占用情况的报
告》
7、《2020 年第一季度报告及其摘要》
8、《2020 年第一季度套期保值情况报告》
9、《关于公司 2020 年度套期保值计划调整的议案》
10、
《关于提名第八届董事局非独立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11、《关于推举高级管理人员代行财务负责人职责的议
案》
12、《关于增设深圳市中金岭南有色金属股份有限公司
科学技术研究院分支机构的议案》
13、《关于召开 2020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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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关于进一步明确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具体
方案的议案》
2、《关于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上市的议案》
3、
《关于公司开设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专
项账户并签署募集资金监管协议的议案》
1、《2020 年半年度总裁工作报告》
2、《2020 年半年度公司担保情况的报告》
3、《关于申请担保的议案》
4、《关于公司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资金占用情况的报
告》
5、《2020 年半年度安全环保职业卫生工作报告》
6、《2020 年半年度套期保值情况报告》
7、
《关于深圳市有色金属财务有限公司解散暨关联交易
的议案》
8、《2020 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
8 月 27 日
项报告》
9、
《关于公司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
案》
10、《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
议案》
11、《关于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投项目自筹资
金的议案》
12、《2020 年半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13、《2020 年半年度投资者保护工作情况的报告》
14、《关于召开 2020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1、
《关于通过增资中金岭南（香港）矿业有限公司建设
多米尼加矿业公司迈蒙矿年产 200 万吨采选工程项目
的议案》
9 月 21 日
2、《关于拟变更第八届董事局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3、《关于拟变更第八届董事局独立董事的议案》
4、《关于召开 2020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1、《关于补选公司第八届董事局专门委员会委员的议
案》
2、《2020 年三季度总裁工作报告》
3、《2020 年三季度财务报告（未经审计）》
4、《2020 年三季度担保情况报告》
10 月 27 日 5、《关于公司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资金占用情况的报
告》
6、《2020 年第三季度报告及其摘要》
7、《2020 年三季度套期保值情况报告》
8、
《关于全资子公司仁化伟达发展有限公司拟吸收合并
仁化凡口铅锌矿建筑安装有限公司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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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届董
事局第二
7 月 15 日
十五次会
议

5

第八届董
事局第二
十六次会
议

6

第八届董
事局第二
十七次会
议

7

第八届董
事局第二
十八次会
议

5

9、
《关于广州中金国际商贸有限公司部分借款转增资本
的议案》
8

第八届董
事局第二
11 月 9 日
十九次会
议

9

1、《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第八届董
2、《关于修订<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事局第三 11 月 30 日
3、《关于修订<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十次会议
4、《关于召开 2020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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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关于“落实主体责任提高治理水平实现高质量发展”
自查报告及整改计划》
第八届董
事局第三
2、
《关于拟解决控股子公司同业竞争问题的实施方案暨
12 月 28 日
十一次会
关联交易的议案》
3、
《关于公司为控股子公司深圳市中金岭南投资发展有
议
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1、《关于变更公司董事局秘书的议案》

（三）董事局各专门委员会履职情况
1、提名委员会
（1）2020 年 4 月 28 日，公司第八届董事局提名委员会
2020 年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提名第八届董事局非
独立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2）2020 年 9 月 21 日，公司第八届董事局提名委员会
2020 年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拟变更第八届董事局
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
《关于拟变更第八届董事局独立董事的
议案》
。
（3）2020 年 10 月 27 日，公司第八届董事局提名委员
会 2020 年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补选公司第八届董
事局专门委员会委员的议案》。
（4）2020 年 11 月 9 日，公司第八届董事局提名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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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公司董事局秘书
的议案》。
2、审计委员会
（1）2020 年 1 月 20 日，公司第八届董事局审计委员会
2020 年第一次会议暨独立董事履行年报编制职责会议，听取
《关于公司 2019 年度生产经营情况的报告》，审议通过了《关
于公司 2019 年度内部审计工作的报告》
、《关于公司 2019 年
度财务报表和内部控制审计工作安排的议案》。
（2）公司 2019 年度报告编制期间，审计委员会对中审众
环会计师事务所的审计工作进行了持续检查和督促，对公司
财务报表进行了认真审核并发表了审核意见。
（3）2020 年 3 月 6 日，公司第八届董事局审计委员会 2020
年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2019 年度内部控制评价报告》
、
《公司 2019 年度募集资金专项审计报告》、
《2019 年年度报
告和年报摘要》、
《关于公司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的议
案》
、
《2019 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
《关于中审众环会计师事务所 2019 年度审计工作总结报告》、
《关于续聘中审众环会计师事务所为公司 2020 年度财务报
表和内部控制审计机构的议案》。
（4）2020 年 4 月 28 日，公司第八届董事局审计委员会
2020 年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2020 年第一季度报告及其
摘要》
、《2020 年第一季度募集资金专项审计报告》。
7

（5）2020 年 8 月 27 日，公司第八届董事局审计委员会
2020 年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2020 年半年度报告及其摘
要》
、
《2020 年半年度内部审计工作报告》
、
《2020 年第二季度
募集资金专项审计报告》。
（6）2020 年 10 月 27 日，公司第八届董事局审计委员会
2020 年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第八届董事局审
计委员会召集人的议案》
、
《2020 年第三季度报告报告及其摘
要》
、《2020 年第三季度募集资金专项审计报告》
。
3、薪酬与考核委员会
（1）2020 年 4 月 28 日，公司第八届董事局薪酬与考核
委员会 2020 年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申请董事长及
高管人员单项奖励的议案》
。
（2）2020 年 8 月 27 日，公司第八届董事局薪酬与考核
委员会 2020 年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制订<深圳市
中金岭南有色金属股份有限公司经营班子成员考核与薪酬
激励方案>的议案》。
（3）2020 年 10 月 27 日，公司第八届董事局薪酬与考核
委员会 2020 年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第八届董
事局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召集人的议案》。
（四）独立董事履职情况
2020 年，公司独立董事按照《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
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
《公司章程》及《公司独立董事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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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等相关规定，恪尽职守，勤勉尽责，积极出席董事局
及各专门委员会会议，加强年报编制的审阅督导工作，认真
审议各项议案，独立公正地对公司董事高管的提名、高管的
聘任、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使用、关联交易、
关联方资金占用情况、对外担保、内控评价、套期保值、利
润分配、审计机构的选聘等重大事项发表独立意见，切实维
护公司和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的权益。
三、2021 年度公司发展展望
（一）行业竞争格局与趋势
报告期内，有色金属行业统筹推进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和
复工复产工作，持续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推进传统产业
控产能、促转型，加快高端产业强基础、补短板，推动行业
高质量发展，行业运行整体平稳。1-12 月，十种有色金属产
量为 6168 万吨，同比增长 5.5%。其中，铅产量 644 万吨，
同比增长 9.4%；锌产量 643 万吨，同比增长 2.7%。
当前，国外在疫苗推广下，全球主要国家经济将有望逐
步复苏，国际贸易摩擦加剧，增加了有色金属供需的不确定
性；从国内经济环境看，2021 年是实施“十四五”规划的开
局之年，将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
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有色金属行业将进一步推动传统产
业转型升级，加快智能化改造，实现高端、绿色、低碳、安
全发展。与此同时，铅锌等主要品种消费将继续保持低速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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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态势，铅锌产业发展机遇与挑战并存。主要呈现以下发展
趋势：
1、矿山与冶炼、原生与再生、钢铁与有色的融合发展步
伐将会进一步加快；
2、随着国家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深化，环保法律制度进
一步完善，绿色发展要求越来越高，产业优化重组的力度将
会进一步加大，行业集中度将会进一步提升；
3、随着铅锌产品消费逐步进入平台期，特别是国内铅消
费开始进入趋势性衰减，推动铅锌行业进行结构调整、转型
升级，走向高质量发展之路；
4、行业加工利用资源途径更趋多元化，资源再生、循环、
综合利用水平将显著提升；
5、随着国家“一带一路”战略持续推进，走出去步伐进
一步加快，开始转向国际化经营；
6、两化融合进程进一步推进，计算机模拟仿真、智能控
制、大数据、云平台、5G、物联网等技术将广泛应用于铅锌
企业生产、管理及服务等领域。
（二）公司发展战略
坚持以高质量高效益发展为中心，坚持外延发展与内涵
发展并举，坚持“高质量发展、资源拓展、适度多元、国际
化、创新驱动、绿色发展”的战略方针，以持续提升全球优
质矿产资源拥有量为发展基础，以加快向价值链前端和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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链高端延伸为重点，以改革创新、提质增效为主要内生动力，
实现业务板块化、布局全球化、资源利用多样化、经营国际
化、管理信息化、生产绿色集约智能化发展格局，不断提高
公司发展质量和效益，提升公司综合实力和竞争力，推动公
司实现高质量快速发展，成为世界一流的多金属国际化资源
公司。
（三）2021 年经营计划
公司精矿产品产量：铅锌精矿金属量 28.4 万吨，其中：
铅金属量 9.3 万吨，锌金属量 19.1 万吨；精矿铜金属量 8093
吨，银金属量 132.8 吨，金金属量 206 公斤。公司冶炼产品
产量：铅锌金属量 31.2 万吨，其中：铅锭 4.4 万吨，锌及锌
制品 26.8 万吨；白银 65 吨；粗铜及电铜 2350 吨。铝型材 1.95
万吨；无汞锌粉 1.25 万吨；冲孔镀镍钢带 900 吨。
特此公告。

深圳市中金岭南有色金属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局
2021 年 3 月 3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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