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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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次季报的董事会会议。
公司负责人罗涛、总经理王宏前、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宫新勇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刘依
斌声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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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要财务数据及股东变化
一、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因会计政策变更及会计差错更正等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

上年度末

度末增减

本报告期末
调整前
总资产（元）

调整后

调整后

19,462,836,951.68

16,912,681,650.65

17,144,280,265.19

13.52%

4,361,746,206.15

4,253,288,881.26

4,253,288,881.26

2.5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
营业收入（元）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增减

年初至报告期末

年初至报告期末比
上年同期增减

4,348,053,177.19

3.00%

12,057,706,638.25

-7.38%

24,343,692.42

85.23%

70,413,031.08

95.99%

22,484,759.17

-326.67%

49,056,292.26

1,221.96%

-909,032,337.50

-425.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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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25

92.31%

0.072

67.44%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25

92.31%

0.072

67.44%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0.56%

0.25%

1.64%

0.67%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项目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包括已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冲销部分）

年初至报告期期末金额

说明

-1,304,492.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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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债务重组损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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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920,921.13
-13,304.86
1,468,522.00
10,771,619.50
10,943,287.30
21,356,738.8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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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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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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报告期末股东总数及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1、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及前十名普通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124,572
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持股情况
持有有限售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条件的股份
股份状态

数量
中国有色矿业集团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万向资源有限公司

33.75%

332,306,616

83,076,653

境内非国有法人

7.87%

77,474,183

0

境内非国有法人

0.73%

7,232,209

0

境内非国有法人

0.45%

4,424,445

0

境内自然人

0.41%

4,005,012

0

0.36%

3,526,845

0

0.30%

2,923,674

0

境内非国有法人

0.27%

2,701,551

0

瑞银瑞福深证 100 指数分级证券投 境内非国有法人

0.27%

2,618,552

0

0.25%

2,486,966

0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银华
深证 100 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
中国工商银行－融通深证 100 指数
证券投资基金
王蕾

质押或冻结情况
数量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易方达深
证 100 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 境内非国有法人
基金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嘉实沪深
300 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 境内非国有法人
金
全国社保基金零二零组合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国投
资基金
陶永红

境内自然人

前 10 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持股情况
股份种类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份数量
股份种类

中国有色矿业集团有限公司
万向资源有限公司

数量

249,229,963 人民币普通股

249,229,963

77,474,183 人民币普通股

77,474,1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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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银华深证 100 指数分级

7,232,209 人民币普通股

7,232,209

中国工商银行－融通深证 100 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4,424,445 人民币普通股

4,424,445

王蕾

4,005,012 人民币普通股

4,005,012

3,526,845 人民币普通股

3,526,845

2,923,674 人民币普通股

2,923,674

2,701,551 人民币普通股

2,701,551

2,618,552 人民币普通股

2,618,552

2,486,966 人民币普通股

2,486,966

证券投资基金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易方达深证 100 交易型开放
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嘉实沪深 300 交易型开放式
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全国社保基金零二零组合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国投瑞银瑞福深证 100
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
陶永红

公司前十名股东中，第一名股东、第二名股东与其他八名股东不存在关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联方关系，公司无法确认其他流通股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无
法确认是否为《上市公司股东持股变动信息披露管理办法》所规定的一
致行动人。

前 10 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 公司个人股东王蕾在报告期内因参与融资融券业务导致股份增加
东情况说明（如有）

4,002,612 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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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期末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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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期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发生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项目

报告期末

报告期初

变动幅度

变动原因

应收票据

739,344,999.12

369,472,983.49

其他流动资产

313,248,405.84

231,598,614.54

35.25% 主要系增值税进项税额留底增加所致。

1,061,090,673.76

627,205,099.19

69.18% 主要系本期投入赤峰中色白音诺尔矿业有限公司

在建工程

100.11% 主要系公司以银行承兑汇票收款规模增加所致。

的改扩建项目、中国有色(沈阳)泵业有限公司隔膜
泵生产过程智能化技术改造项目及中国有色(沈
阳)冶金机械有限公司新厂区搬迁工程项目所致
工程物资
商誉

0.00

1,218,345.24

12,526,270.30

9,302,569.90

-100.00% 主要系在建工程项目领用用于在建工程。
34.65% 主要系报告期子公司中色哈萨克斯坦责任有限公
司收购 Acxap-Tay公 司和KAZAHKSTAN公司股
权确认的商誉所致。

预收款项
应付职工薪酬

1,374,340,180.27

665,312,644.64

106.57% 主要系公司工程业务规模扩大预收款项增加所致

43,014,250.12

27,007,963.78

59.27% 主要系子公司中色锌业公司存在尚未支付的职工
薪酬。

应交税费

38,626,094.92

66,345,136.40

-41.78% 主要系子公司缴纳2013年计提的企业所得税和矿
产资源补偿费所致。

应付利息

19,532,498.97

9,661,249.13

应付股利

8,360,114.18

14,819,751.46

102.17% 主要系母公司计提应付利息较上年增加所致。
-43.59% 主要系子公司鑫都矿业有限公司部分分红尚未支
付减少所致。

其他应付款

2,085,855,028.98

1,356,296,402.75

53.79% 主要系本报告期母公司从中国有色集团新借入周
转金11亿元同时偿还借款5亿元所致。

长期借款

1,866,142,452.44

388,320,831.96

长期应付款

1,018,067,675.42

1,671,312,500.03

380.57% 主要系母公司融资规模扩大所致。
-39.09% 主要系母公司将应付中国有色矿业集团有限公司
周转金6.60亿元的长期应付款重分类至一年内到
期的非流动负债所致。

财务费用

287,920,437.33

217,538,894.27

32.35% 主要系母公司融资规模及平均融资成本较上年同
期增大所致。

资产减值损失

57,723,569.12

30,597,009.23

88.66% 主要系因稀土产品市场价格下跌计提存货跌价准
备所致。

营业外收入

47,133,829.36

76,640,544.00

-38.50% 主要系子公司本报告期内获得的用电补贴等财政
补助减少所致。

所得税费用

40,627,679.40

17,819,809.03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

70,413,031.08

35,925,939.22

者的净利润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

127.99% 主要系本期盈利增加所致。
96.00% 主要系本报告承包工程业务增长及锌金属价格较
上年同期增长导致公司盈利增加所致。

-909,032,337.50

279,631,021.13

-425.08% 主要系销售商品、提供劳务收到的现金流入较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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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流量净额

年同期减少。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

-625,190,063.06

-321,796,731.77

94.28% 主要系子公司沈冶机械购建固定资产支出较上年

金流量净额

同期大幅增加。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

1,688,996,896.46

-398,598,184.45

-523.73% 主要系上年同期虽然完成配股工作，但还款规模

金流量净额

更大，融资保证金规模也有所增加，导致筹资活
动现金流出有所增加，同时，本报告期内公司债
务融资规模也有所增加，导致筹资活动现金流量
净额较上年同期大幅增加。

现金及现金等价物

149,387,477.10

-445,227,141.12

-133.55% 主要系本报告期内母公司收回受限资金保函保证

净增加额

金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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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
重要事项概述

披露日期

临时报告披露网站查询索引
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第七届董事会第 5 次会议
决议公告》
，公告编号：2014-040,《第七届监事会第 2 次

2014 年 7 月 9 日公司召开第七届董事会
第 5 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公司非 2014 年 07 月 10 日
公开发行股票方案的议案》
。

会议决议公告》
，公告编号：2014-041，
《关于召开 2014
年第 2 次临时股东大会通知公告》
，公告编号：2014-042，
《关于调整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涉及及关联交易事项的
公告》
，公告编号：2014-043。

关于调整非公开发行股票事宜获得国务
院国资委批复。
2014 年第 2 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关于调
整非公开发行股票事宜未获得通过。

2014 年 07 月 30 日

2014 年 08 月 14 日

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关于调整非公开发行股票
事宜获得国务院国资委批复的公告》
，公告编号：2014-051。
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2014 年第 2 次临时股东
大会决议公告》
，公告编号：2014-053。

2014 年 10 月 23 日公司召开了第七届董
事会第 12 次会议，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公司向中国证监会申请撤回非公开发

2014 年 10 月 24 日

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第七届董事会第 12 次会
议决议公告》
，公告编号：2014-058。

行股票申请文件的议案》
。

三、公司或持股 5%以上股东在报告期内发生或以前期间发生但持续到报告期内的承诺事项
√ 适用 □ 不适用
承诺事由

承诺方

承诺内容

承诺时间

承诺期限

履行情况

为增强中色股份公司凝聚力、调动管理层积极
性，促进上市公司可持续健康稳定发展，在本
股改承诺

中国有色矿业
集团有限公司

次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实施后，在遵循国家相关
法律法规要求前提下，中国有色集团将支持中
色股份制定并实施管理层股权激励计划。中国

2014 年 06

2016 年 6 月 截至目前，不存在违

月 20 日

20 日止

背该承诺的情形。

有色集团支持公司于 2014 年 6 月 20 日起 24 个
月内择机启动实施管理层股权激励计划。中国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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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色集团将就具体方案积极与国务院国资委沟
通，方案经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后、国务院国
资委审核批准、中国证监会备案且无异议并提
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实施。
中国有色集团部分限售上市流通时，中国有色
集团表示：没有在本次解除限售后 6 个月内通
过交易系统减持 5%及以上股份的计划，
并承诺：
如果控股股东未来通过证券交易系统出售所持
中国有色矿业

公司解除限售流通股，并于第一笔减持起六个 2011 年 07 月

集团有限公司

月内减持数量达到 5%及以上的，中国有色集团 26 日

长期有效

截至目前，不存在违
背该承诺的情形。

将于第一次减持前两个交易日内通过上市公司
对外披露出售提示性公告，披露内容包括拟出
售的数量、拟出售的时间、拟出售的价格区间、
减持原因等。
收购报告书或权
益变动报告书中
所作承诺
2012 年 12 月 11 日，
红烨投资所持盛达
矿业限售股份
26,814,154 股解除
限售，截至 2013 年
12 月 31 日，红烨投
资累计减持
赤峰红烨投资
有限公司

红烨投资对认购盛达矿业本次发行的股份，12
个月限售期满后的 24 个月内，减持股份比例不

2010 年 11 月 2014 年 11 月

03 日
超过因本次交易而获得的盛达矿业股份的 50%。

9 日止

24,500,000 股，占本
次交易获得盛达矿
业股份的 45.68%，
减持未超过其持有

资产重组时所作

盛达矿业股份的

承诺

50%。截至目前，不
存在违背该承诺的
情形，红烨投资仍持
有盛达矿业
29,128,308 股。
1、将继续遵循公开、公平、公正的市场定价原
中国有色金属
建设股份有限
公司、赤峰红烨
投资有限公司

则，以市场公允价格与银都矿业进行交易，不
利用该类交易从事任何损害银都矿业及上市公
司（盛达矿业）利益的行为；2、不利用上市公
司（盛达矿业）第二大股东的地位及影响谋求

2010 年 11 月
03 日

长期有效

截至目前，不存在违
背该承诺的情形。

在与银都矿业日常交易方面优于市场第三方的
权利。

其他对公司中小
股东所作承诺
8

中国有色金属建设股份有限公司 2014 年第三季度报告正文

承诺是否及时履
行

是

未完成履行的具
体原因及下一步 不适用
计划（如有）

四、对 2014 年度经营业绩的预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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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业绩预告情况:同向大幅上升
业绩预告填写数据类型:区间数
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期末
累计净利润的预计数（万元） 16,371.68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72 --

上年同期

增减变动

20,464.6

8,185.84 增长

100.00% --

150.00%

0.215

0.086 增长

100.00% --

150.00%

由于本期承包工程业务持续转好，以及有色金属价格回升等因素影响，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期

业绩预告的说明

末，公司归属于母公司的净利润较上年同期大幅增长。

五、证券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证券投资。
持有其他上市公司股权情况的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证券品种 证券代码 证券简称 最初投资成本 期初持股数 期初持股比 期末持股数量 期末持股比 期末账面值
（元）
股票

000603

盛达矿业 219,627,442.32

量（股）
29,128,308

例（%）
5.77%

（股）
29,128,308

例（%）

（元）

5.77% 227,796,036.08

报告期损益 会计核算科 股份来源
（元）

目

9,016,410.18 长期股权投 资产置换
资

股票

000410

沈阳机床

650,000.00

750,000

0.14%

750,000

0.14%

可供出售金 法人股

5,827,500.00

融资产
股票

TZN

TERRA

136,503,142.10

49,800,000

4.00%

67,800,000

5.15% 30,462,690.03

-466,796.81 长期股权投 购入
资

MIN
股票

600808

马钢股份

602,166.60

160,000

0.01%

160,000

0.01%

可供出售金 购入

316,800.00

融资产
合计

357,382,751.02

79,838,308

--

97,838,308

--

264,403,026.11

8,549,613.37

--

--

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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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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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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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待地点

接待方式

接待对象类型

接待对象

谈论的主要内容及提供的
资料
公司生产经营情况、非公

2014 年 07 月 31 日 公司 16 层会议室 实地调研

机构

华融资产管理股份 开发行股票事项。提供了
有限公司

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事项
相关公告。

八、新颁布或修订的会计准则对公司合并财务报表的影响
√ 适用 □ 不适用
财政部于2014年陆续颁布或修订了《企业会计准则第2号—长期股权投资》、《企业会计准则第9号—职工薪酬》、《企
业会计准则第30号—财务报表列报》等7项会计准则，本公司于2014年7月1日开始实施。依据上述准则要求，本公司对合并
报表相关项目期初数据进行了追溯调整：
1、将期初资产负债表中原列报在“长期股权投资”金额568,692,765.20元，追溯调整至“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列报；
2、将期初资产负债表中待抵扣增值税进项税等事项原在“应交税费”列报金额为-231,598,614.54元，追溯调整至“其他流
动资产”列报；
3、将期初资产负债表中长期辞退福利事项原在“应付职工薪酬”列报金额为4,803,001.13元，追溯调整至“其他非流动负
债”列报；
4、将期初资产负债表中其他综合收益事项原在“资本公积”列报-4,866,037.51元和“外币报表折算差额”列报
-108,526,931.17元，两项合计金额-113,392,968.68元，追溯调整至“其他综合收益”列报；
5、除以上事项外，本公司不涉及其他与本次会计准则相关的追溯调整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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