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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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负责人卢东亮、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王军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赵红梅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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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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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7,859,030  203,070,664 203,070,664 2.3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54,595,234 54,659,633 54,659,633 -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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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84,841 -637,601 -637,589 
同比增加

26.22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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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9,666,127 43,113,286 43,113,000 -8.0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30,718 444,926 444,916 -93.1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291,276 33,476 33,466 见注 1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0.06 0.83 0.84 
减少 0.77个

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02 0.023  0.023  不适用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02 0.023 0.023 不适用 

注 1：2020年一季度，为应对市场价格波动风险，公司对销售的产品进行期现联动保值，实现保

值收益 4.04亿元，包含该部分收益后，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为 1.12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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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适用 □不适用  

单位：千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本期金额 说明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 -1,5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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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628  

企业重组费用，如安置职工的支出、整合费用等 -37,9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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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3,770  

单独进行减值测试的应收款项、合同资产减值准备转回 6,002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22,327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3,835  

所得税影响额 -83,385  

合计 321,9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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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41,8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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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铝业集团有限公司 5,050,376,970 29.67 0 无 0 国有法人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H股） 
3,932,317,595 23.10 0 未知 未知 境外法人 

华融瑞通股权投资管理

有限公司 
841,600,264 4.94 0 质押 420,800,132 国有法人 

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

公司 
671,882,629 3.95 0 无 0 国有法人 

中国证券金融股份有限

公司 
448,284,993 2.63 0 无 0 国有法人 

深圳市招平中铝投资中

心（有限合伙） 
252,392,929 1.48 0 无 0 

境内非国有

法人 

包头铝业（集团）有限

责任公司 
238,377,795 1.40 0 无 0 国有法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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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

有限公司 
217,589,200 1.28 0 无 0 国有法人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A股） 
140,882,301 0.83 0 无 0 境外法人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

责任公司 
137,295,400 0.81 0 无 0 国有法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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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铝业集团有限公司 5,050,376,970 
人民币普
通股 

5,050,376,970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H股） 3,932,317,595 
境外上市
外资股 

3,932,317,595 

华融瑞通股权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841,600,264 
人民币普
通股 

841,600,264 

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671,882,629 
人民币普
通股 

671,882,629 

中国证券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448,284,993 
人民币普
通股 

448,284,993 

深圳市招平中铝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252,392,929 
人民币普
通股 

252,392,929 

包头铝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238,377,795 
人民币普
通股 

238,377,795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217,589,200 
人民币普
通股 

217,589,200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A股） 140,882,301 
人民币普
通股 

140,882,301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137,295,400 
人民币普
通股 

137,295,4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1. 中国铝业集团有限公司持有的股份数量未包含其通过

附属公司包头铝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中铝山西

铝业有限公司间接持有的本公司 A 股股票及通过其附

属公司中铝海外控股有限公司间接持有的本公司 H 股

股票。截至 2020年 3月 31日，中国铝业集团有限公

司连同其附属公司共持有本公司股份 5,458,171,019

股，其中包括 5,295,895,019 股 A 股及 162,276,000

股 H股，占公司已发行总股本约 32.06%。 

2.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持有的本公司 3,932,317,595

股 H 股中包含代中国铝业集团有限公司之附属公司

中铝海外控股有限公司持有的 162,276,000股 H股。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的

说明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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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货币资金较上年末增加42.30%，主要是公司为了应对市场波动风险，适度增加资金储备。 

2. 交易性金融资产较上年末减少39.52%，主要是公司赎回了购买的结构性理财产品。 

3. 应收账款较上年末增加30.49%，主要是公司在销售信用期内的未结算货款增加。 

4. 预付账款较上年末增加59.28%，主要是公司原辅材料采购预付款增加。 

5. 其他流动负债较上年末增加34.84%，主要是公司新增发行的短期债券增加。 

6. 投资收益同比减少26.31%，主要是上年同期公司处置子公司及合营公司股权实现收益。 

7. 公允价值变动收益同比增加1.49亿元，主要是公司为了对冲市场价格波动而持仓的期货浮动

盈利增加。 

8. 资产减值损失同比减利121.57%，主要是公司根据市场价格波动计提的存货跌价准备同比增加。 

2020年一季度，受到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的影响，公司主导产品市场价格大幅下跌。为应对市

场的不确定性，公司积极采取措施，围绕现金流为中心防范经营风险，确保生产运行稳定。2020

年一季度，公司获得经营活动净现金流入19.85亿元，运行资金充足。公司将密切关注疫情对市场

的影响，适时评估财务状况，努力化解不利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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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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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铝业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卢东亮 

日期 2020年 4月 28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