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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重要提示

1.1�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规划，投资者应

当到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等中国证监会指定网站上仔细阅读年度报告全文。

1.2�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年度报告内容

的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

带的法律责任。

1.3�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会议。

1.4�中审众环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本公司出具了标准无保留

意见的审计报告。

1.5�公司简介

公司股票简况

股票种类 股票上市交易所 股票简称 股票代码 变更前股票简称

A股 上海证券交易所 赤峰黄金 600988 ST宝龙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周新兵 周新兵

电话 0476-8283822 0476-8283822

传真 0476-8283075 0476-8283075

电子信箱 A600988@126.com A600988@126.com

1.6�经中审众环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上市公司2015年度合

并净利润为231,245,266.32元，截至2015年12月31日未分配利润为482,000,

468.69元；母公司2015年度净利润为-25,283,046.74元，未分配利润为-389,

148,283.72元。 2015年度公司实施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收购郴州雄风环保科

技有限公司100%股权的重大资产重组， 因公司正处于发展阶段， 现金需求较

大，本年度拟不进行现金分红，也不进行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

二、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报告期内，公司贯彻开采与资源综合利用双轮驱动的发展战略，在黄金采

选业务稳步经营的基础上，投入资金大力发展资源综合回收利用业务。

（一）报告期内公司的主要业务

报告期内， 公司2014年度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重大资产

重组实施完毕，收购雄风稀贵100%股权，并实施对外股权投资，收购广源科技

55%股权。 公司主营业务在原有黄金采选、销售业务的基础上新增资源综合回

收利用业务，包括有色金属资源综合回收利用及废旧电器、电子产品拆解业务，

为公司带来新的利润增长点。 公司的主要产品为黄金、白银、铋、钯等多种稀贵

金属及其合金。

（二）经营模式

公司黄金生产开采方式均为地下开采，公司拥有独立的黄金矿山和完整的

产业链条，为公司持续盈利提供了最基本和可靠的保障。 公司黄金的主要客户

洛阳紫金银辉黄金冶炼有限公司是上海黄金交易所会员，公司将黄金产品移交

客户通过上海黄金交易所交易系统销售， 金锭的下游用户包括黄金生产企业

（生产投资金条、标准金锭）、首饰生产企业、其他工业用金企业等，最终用途包

括央行（官方储备）、投资、首饰、工业等方面。

子公司雄风环保主营业务为从有色金属冶炼废渣等物料中综合回收银、

铋、铅、金、钯等多种金属，可根据原材料成分选择不同的处理方式，通过火法、

湿法相结合的方式多次分离回收原料中所含的大部分金属成分。其产品主要在

国内销售，各类有色金属贸易公司及有色金属加工企业，且具有长期合作关系

的老客户占有一定比例，产品销售价格一般参考上海有色金属网公布的当日金

属现货价格确定。主要产品白银作为贵金属，银器、首饰和造币是白银的传统用

途之一；另外作为催化剂、导电触电材料以及抗微生物剂等，白银被广泛应用在

电子电器、感光材料、化学化工材料、光伏产业以及医疗卫生等工业领域。 铋的

应用主要为传统的医药、冶金、焊料、易熔合金、催化剂、电子等领域并延伸到半

导体、阻燃剂、超导材料、化妆品、核能、蓄电池等领域。

（三）行业发展情况 近年来我国黄金行业取得了勘探、开采、加工、消费、

投资、交易全产业链的跨越式发展，已经进入创新驱动转型发展的重要战略机

遇期。 公司所属矿山的矿石品位高，属于国内当前少有的高品位富矿床。 因此，

相比同类黄金矿山企业，公司黄金生产的单位成本较低，毛利率较高。

有色金属综合回收利用行业具有经济价值和社会价值， 发展前景广阔，属

于国家鼓励和支持的资源综合回收利用行业，行业主管部门、各级地方政府出

台了一系列鼓励和支持行业发展的政策； 目前该行业在国内处于快速发展期，

综合回收率提升空间较大。子公司雄风环保作为集研发、生产、销售为一体的有

色金属综合回收利用企业，形成了对有色金属冶炼废渣等废弃资源回收利用的

成熟生产工艺、具有稳定的原料来源和产品市场，在国家及地区相关政策的扶

持下，保持了持续的盈利态势和增长趋势。

三、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摘要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2015年 2014年

本年比上年增减

(%)

2013年

总资产 3,429,813,339.34 1,491,887,432.92 129.90 1,458,169,019.19

营业收入 1,591,158,503.16 851,581,883.85 86.85 581,618,855.4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

231,245,266.32 228,872,165.81 1.04 228,074,991.0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

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216,591,811.76 228,990,735.83 -5.41 222,844,404.5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资产

2,135,821,534.30 822,879,842.60 159.55 597,012,359.54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净额

168,720,357.79 73,123,123.66 130.73 388,953,852.38

期末总股本 713,190,748.00 566,604,602.00 25.87 283,302,301.00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34 0.54 -37.04 0.40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34 0.54 -37.04 0.4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15.63 32.24

减少16.61个百

分点

47.23

四、2015年分季度的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第一季度

（1-3月份）

第二季度

（4-6月份）

第三季度

（7-9月份）

第四季度

（10-12月份）

营业收入 198,889,434.87 516,269,882.18 220,625,696.85 655,373,489.2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利润

19,513,095.10 105,598,608.70 -28,124,987.66 134,258,550.1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后的净利润

18,464,844.55 93,445,711.77 -28,291,416.16 132,972,671.60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净额

-172,823,016.86 244,368,479.98 -133,023,435.48 230,198,330.15

五、股本及股东情况

5.1普通股股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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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止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44,779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末的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50,301

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全称）

报告期内增减 期末持股数量 比例(%)

持有有限售条

件的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东

性质

赵美光 3,733,491 215,865,991 30.27 212,132,500 质押 211,870,000 境内自然人

谭雄玉? 49,492,484 49,492,484 6.94 49,492,484 质押 49,490,000 境内自然人

赵桂香 36,732,900 36,732,900 5.15 36,732,900 质押 36,720,000 境内自然人

赵桂媛 36,732,900 36,732,900 5.15 36,732,900 质押 36,720,000 境内自然人

深圳前海麒麟鑫隆投资

企业

23,000,000 23,000,000 3.22 23,000,000 无 0 未知

李晓辉 16,802,825 2.36 0 质押 16,802,800 境内自然人

刘永峰 15,132,950 2.12 0 无 0 境内自然人

王国菊 12,596,322 12,596,322 1.77 12,596,322 质押 12,000,000 境内自然人

周启宝 11,522,871 11,522,871 1.62 11,522,871 质押 10,000,000 境内自然人

全国社保基金一一零组

合???

10,969,360 10,969,360 1.54 9,569,360 无 0 未知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赵美光、赵桂香、赵桂媛系公司2012年重大资产重组中的一致行动人；谭雄玉、王国菊系公司

2014年重大资产重组中的一致行动人；公司未知除上述一致行动人外的其他股东是否存在

关联关系或是否一致行动人。

5.2公司与控股股东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的方框图

六、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报告期内，2015年度公司生产矿产金3.096吨， 与上年度基本持平， 由于

2015年度黄金及有色金属等公司主要产品价格持续低迷， 销售收入收到一定

程度的影响，2015年黄金采选业务实现营业收入71,821.00万元； 报告期新增

的资源综合回收利用业务实现营业收入87,191.89万元，分别占公司2015年度

主营业务收入的45.17%和54.83%。

七、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7.1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未发生重大变

化的。

7.2报告期内未发生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形。

7.3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对财务报表合并范围发生变化的，公司应当作

出具体说明。

报告期内， 公司2014年度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重大资产

重组实施完毕，收购雄风稀贵100%股权，并实施对外股权投资，收购广源科技

55%股权。 郴州雄风环保科技有限公司于2015年2月纳入公司合并范围，安徽

广源科技发展有限公司自2015年7月纳入公司合并范围。

证券代码：600988� � � �证券简称：赤峰黄金 公告编号：临2016-016

赤峰吉隆黄金矿业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会议召开情况

赤峰吉隆黄金矿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第一

次会议于2016年2月29日在内蒙古赤峰市新城玉龙大街金帝大厦B座1区公司

会议室以现场表决方式召开； 会议通知及材料于召开10日前以书面或电子邮

件方式传达各位董事；本次会议由董事长吕晓兆先生主持；本次会议应出席的

董事7人，实际出席的董事7人。 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等有关法律、行

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会议的召开合

法有效。

二、会议审议情况

(一)�审议通过《2015年度总经理工作报告》

表决情况：同意7票（占有效表决票数的100%），反对0票，弃权0票。

(二)�审议通过《2015年度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履职情况报告》

表决情况：同意7票（占有效表决票数的100%），反对0票，弃权0票。

(三)�审议通过《2015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

表决情况：同意7票（占有效表决票数的100%），反对0票，弃权0票。

公司独立董事将在2015年年度股东大会做述职报告。

(四)�审议通过《2015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情况：同意7票（占有效表决票数的100%），反对0票，弃权0票。

同意将本议案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五)�审议通过《2015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表决情况：同意7票（占有效表决票数的100%），反对0票，弃权0票。

同意将本议案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六)�审议通过《2016年度财务预算方案》

表决情况：同意7票（占有效表决票数的100%），反对0票，弃权0票。

同意将本议案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七)�审议通过《2015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表决情况：同意7票（占有效表决票数的100%），反对0票，弃权0票。

经中审众环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截至2015年12月31日上

市公司合并未分配利润（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482,000,468.69

元，2015年度合并净利润（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231,245,266.32

元， 母公司2015年度未分配利润为-389,148,283.72元， 净利润为-25,283,

046.74元。 2015年度公司实施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收购郴州雄风环保科技有

限公司100%股权的重大资产重组，因公司正处于发展阶段，现金需求较大，本

年度拟不进行现金分红，也不进行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

同意将本议案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独立董事发表了独立意见，同意公司2015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八) �审议通过 《关于2015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

告》

表决情况：同意7票（占有效表决票数的100%），反对0票，弃权0票。

(九)�审议通过《2015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表决情况：同意7票（占有效表决票数的100%），反对0票，弃权0票。

同意将本议案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十)�审议通过《关于续聘2016年度财务审计机构及聘任2016年度内部控

制审计机构的议案》

表决结果：7票同意（占有效表决票数的100%）、0票反对、0票弃权。

公司拟继续聘请中审众环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简称“中审众

环” ）为公司2016年度财务审计机构，聘期一年；同时拟聘任中审众环为2016

年度内部控制审计机构，聘期一年；授权公司管理层根据公司审计业务的实际

情况与中审众环协商确定相关业务报酬并签署相关协议和文件。

同意将本议案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独立董事发表了独立意见，同意上述聘任审计机构事项。

(十一)�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16年度套期保值额度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7票（占有效表决票数的100%），反对0票，弃权0票。

为规避黄金等主要产品价格波动风险，保证产品销售的利润空间、控制黄

金租赁融资的资金成本，公司拟在2016年度继续开展期货套期保值业务。

1、期货套期保值业务只限于在境内期货交易所交易的黄金、白银、有色金

属及其他与公司主营业务相关的品种；

2、2016年度针对黄金租赁融资进行的套期保值持仓量不超过融资租入的

黄金数量；

3、2016年度针对黄金、白银、有色金属及其他与公司主营业务相关的品种

进行的套期保值持仓量不超过2016年度预计产量的80%；

4、2016年度用于套期保值业务的保证金占用总额不超过2015年度经审计

净资产的10%。

(十二)�审议通过《关于召开2015年年度股东大会的议案》

表决结果：7票同意（占有效表决票数的100%）、0票反对、0票弃权。

公司董事会拟定于2016年3月31日召开2015年度股东大会， 具体时间、地

点、议案由董事会发出通知。

特此公告。

赤峰吉隆黄金矿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6年3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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赤峰吉隆黄金矿业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监事会第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2016年2月29日，赤峰吉隆黄金矿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

五届监事会第二次会议在内蒙古赤峰市新城玉龙大街金帝大厦B座1区公司会

议室召开；会议通知及材料于召开10日前书面传达各位监事；本次会议由监事

会主席杜宝峰先生主持；会议应出席监事3人，实际出席监事3人；本次会议的

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经

会议审议，表决通过如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2015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 3�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同意将本议案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二、审议通过《2015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 3�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同意将本议案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三、审议通过《2016年度财务预算方案》

表决结果：同意 3�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同意将本议案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四、审议通过《2015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表决结果：同意 3�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同意将本议案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五、审议通过《关于2015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 3�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六、审议通过《2015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表决结果：同意 3�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监事会对公司 《2015年年度报告》进行了审核，监事会认为：

1、公司2015年年度报告的编制和审议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公司章程和公

司内部管理制度的各项规定；

2、公司《2015年年度报告》的内容与格式符合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的各项规定，报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所包含的信息能真实地反映出公司本报告期的经营管理

和财务状况；

3、在提出本意见之前，监事会未发现参与定期报告编制和审议的人员有违

反保密规定的行为。

同意将本议案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特此公告。

赤峰吉隆黄金矿业股份有限公司

监 事 会

2016年3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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赤峰吉隆黄金矿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续聘2016年度审计机构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赤峰吉隆黄金矿业股份有限公司（简称“公司” ）于2016年2月29日召开

的第六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续聘2016年度财务审计机构及

聘任2016年度内部控制审计机构的议案》。

鉴于中审众环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简称“中审众环” ）的专业

能力及与公司的良好合作关系，为保持公司财务报告审计工作的连续性，公司

拟继续聘请中审众环为公司2016年度财务审计机构，聘期一年；同时拟聘任中

审众环为2016年度内部控制审计机构，聘期一年；授权公司管理层根据公司审

计业务的实际情况与中审众环协商确定相关业务报酬并签署相关协议和文件。

独立董事就续聘审计机构发表了独立意见， 认为中审众环在公司2015年

度财务审计工作中坚持独立、客观、公正的审计准则，公允合理地发表了独立审

计意见，为公司出具的审计报告客观、公正地反映了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

果。 同意公司继续聘任中审众环为公司2016年度财务审计机构和内部控制审

计机构。

本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特此公告。

赤峰吉隆黄金矿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6年3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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赤峰吉隆黄金矿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2015年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股东大会召开日期：2016年3月31日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的网络投票系统：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

统

一、召开会议的基本情况

(一)股东大会类型和届次

2015年年度股东大会

(二)股东大会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三)投票方式：本次股东大会所采用的表决方式是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

结合的方式

(四)现场会议召开的日期、时间和地点

召开的日期时间：2016年3月31日14�点00分

召开地点：北京市海淀区巨山路燕西台21栋4单元会议室

(五)网络投票的系统、起止日期和投票时间。

网络投票系统：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

网络投票起止时间：自2016年3月31日

至2016年3月31日

采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络投票系统，通过交易系统投票平台的投票时间为

股东大会召开当日的交易时间段，即9:15-9:25,9:30-11:30，13:00-15:00；

通过互联网投票平台的投票时间为股东大会召开当日的9:15-15:00。

(六)融资融券、转融通、约定购回业务账户和沪股通投资者的投票程序

涉及融资融券、转融通业务、约定购回业务相关账户以及沪股通投资者的

投票，应按照《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大会网络投票实施细则》等有关

规定执行。

二、会议审议事项

本次股东大会审议议案及投票股东类型

序号 议案名称

投票股东类型

A股股东

非累积投票议案

1 《2015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

2 《2015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

3 《2015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

4 《2016年度财务预算方案》 √

5 《2015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

6 《2015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

7 《关于续2016年度财务审计机构及聘任2016年度内部控制审计机构的议案》 √

公司独立董事将在2015年年度股东大会做述职报告。

1、各议案已披露的时间和披露媒体

本次股东大会需审议的各项议案已经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

通过，详见公司于2016年3月1日发布于《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

日报》、《证券时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的公告。

2、特别决议议案：议案4

3、对中小投资者单独计票的议案：议案4、议案6

4、涉及关联股东回避表决的议案：无

应回避表决的关联股东名称：无

5、涉及优先股股东参与表决的议案：无

三、股东大会投票注意事项

(一) 本公司股东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行使表决权

的，既可以登陆交易系统投票平台（通过指定交易的证券公司交易终端）进行

投票，也可以登陆互联网投票平台（网址：vote.sseinfo.com）进行投票。 首次

登陆互联网投票平台进行投票的，投资者需要完成股东身份认证。 具体操作请

见互联网投票平台网站说明。

(二)股东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行使表决权，如果其

拥有多个股东账户，可以使用持有公司股票的任一股东账户参加网络投票。 投

票后，视为其全部股东账户下的相同类别普通股或相同品种优先股均已分别投

出同一意见的表决票。

(三)同一表决权通过现场、本所网络投票平台或其他方式重复进行表决的，

以第一次投票结果为准。

(四)股东对所有议案均表决完毕才能提交。

四、会议出席对象

(一)股权登记日收市后在中国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

的公司股东有权出席股东大会（具体情况详见下表），并可以以书面形式委托

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 该代理人不必是公司股东。

股份类别 股票代码 股票简称 股权登记日

Ａ股 600988 赤峰黄金 2016/3/24

(二)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三)公司聘请的律师。

(四)其他人员。

五、会议登记方法

法人股股东请持营业执照复印件、法人单位授权委托书和出席人身份证办

理登记；社会公众股股东请持本人身份证、股东账户卡办理登记；委托代表请持

本人身份证、授权委托书（附件1）、委托人股东账户卡和委托人身份证办理登

记。 异地股东可用信函或传真方式登记。

登记地点：内蒙古赤峰市新城玉龙大街金帝大厦B�座1区公司证券法律部

登记时间：2016年3月25日办公时间（上午8:00-12:00，下午14:00-17:

00）

六、其他事项

(一)�会议联系方式

联 系 人：周新兵、董淑宝

联系电话：0476-8283822

传 真：0476-8283075

通讯地址：赤峰市新城玉龙大街金帝商务大厦B座1区 公司证券法律部

邮 编：024000

(二)�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所有股东的食宿费、交通费自理。

特此公告。

赤峰吉隆黄金矿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6年3月1日

附件1：

授权委托书

赤峰吉隆黄金矿业股份有限公司：

兹委托 先生（女士）代表本单位（或本人）出席2016年3月31日

召开的贵公司2015年年度股东大会，并代为行使表决权。

委托人持普通股数：

委托人持优先股数：

委托人股东帐户号：

序号 非累积投票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1 《2015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 ? ?

2 《2015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3 《2015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 ? ?

4 《2016年度财务预算方案》 ? ? ?

5 《2015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6 《2015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7

《关于续聘2016年度财务审计机构及聘任2016年度内部控制审计机构的

议案》

委托人签名（盖章）： 受托人签名：

委托人身份证号： 受托人身份证号：

委托日期： 年 月 日

备注：

委托人应在委托书中“同意” 、“反对” 或“弃权” 意向中选择一个并打

“√” ，对于委托人在本授权委托书中未作具体指示的，受托人有权按自己的意

愿进行表决。

中审众环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地址：武汉市武昌区东湖路169

号中审众环大厦2-9层

UNION� POWER� CERTIFIED� PUBLIC� ACCOUNTANTS 邮 编 ：

430077

(SPECIAL� GENERAL� PARTNERSHIP) 电话：027� 86770549� 传真：

027� 85424329

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鉴证报告

众环专字（2016）230002号

赤峰吉隆黄金矿业股份有限公司全体股东：

我们接受贵公司委托，对后附的赤峰吉隆黄金矿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贵公司” ）董事会编制的截至2015年12月31日止的《关于2015年度募集

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进行了专项鉴证。

贵公司董事会的责任是按照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上市公司监管指

引第2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 和上海证券交易所

《上市公司日常信息披露工作备忘录第一号临时公告格式指引第十六号上市

公司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等有关规定的要求编制募集

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并保证其内容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我们的责任是在实施鉴证工作的基础上对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

的专项报告发表鉴证意见。 我们按照 《中国注册会计师其他鉴证业务准则第

3101号———历史财务信息审计或审阅以外的鉴证业务》 准则的规定执行了鉴

证业务。 该准则要求我们计划和实施鉴证工作，以对鉴证对象信息是否不存在

重大错报获取合理保证。在鉴证过程中，我们实施了包括检查、重新计算等我们

认为必要的鉴证程序。 我们相信，我们的鉴证工作为发表意见提供了合理的基

础。

我们认为，贵公司董事会编制的截至2015年12月31日止的《关于2015年

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在所有重大方面已经按照中国

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2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

使用的监管要求》和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日常信息披露工作备忘录第一

号临时公告格式指引第十六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

报告》 等有关规定编制， 反映了贵公司2015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

况。

中审众环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中国注册会计师

中国注册会计师

中国武汉 2016年2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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赤峰吉隆黄金矿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2015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

专项报告

本公司董事会保证本报告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一）实际募集资金金额、资金到位时间

经2015年1月28日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 [2015]134号文核

准，本公司于2015年3月11日向深圳前海麒麟鑫隆投资企业（有限合伙）及招

商基金管理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合计32,569,360股， 每股面值

为人民币1元， 发行价格为人民币8.29元， 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269,999,

994.40元，扣除发行费用人民币6,500,000.00元后，本次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

币263,499,994.40元。 上述资金已于2015年3月11日全部到位，并经中审亚太

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于2015年3月12日出具的中审亚太（特普）验

字（2015）070001号验资报告审验。

（二）以前年度已使用金额、本年度使用金额及当前余额

时间 金额（元）

2015年3月11日募集资金总额 269,999,994.40

减：发行费用 6,500,000.00

2015年3月11日实际募集资金净额 263,499,994.40

加：以前年度利息收入

减：以前年度已使用金额

截至2015年3月11日止募集资金专户余额 263,499,994.40

加：本年度利息收入 393,984.53

减：本年度已使用金额 257,203,370.54

截至2015年12月31日止募集资金专户余额 6,690,608.39

二、募集资金管理情况

（一）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的制定和执行情况

本公司已按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2号———上市公司募集

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

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的要求，制定了《募集资金使

用管理办法》。《募集资金使用管理办法》是公司募集资金存储、使用和管理的

内部控制制度，对募集资金存储、使用、变更、监督和责任追究等内容做出了明

确规定。

根据本公司的募集资金管理制度，本公司开设了专门的银行账户对募集资

金进行专户存储。 所有募集资金项目投资的支出，在募集资金使用计划或本公

司预算范围内，由项目管理部门提出申请，财务部门核实、总经理审核、董事长

签批，项目实施单位执行。募集资金使用情况由本公司财务部门进行日常管理。

审计部门定期对募集资金使用情况进行检查，并将检查情况报告董事会、监事

会。

（二）募集资金在专项账户的存放情况

截至2015年12月31日止，募集资金存放专项账户的余额如下：

开户行 开户行 账号 余额（元） 备注

赤峰吉隆黄金矿业股份有限公司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赤峰

分行

154179430018010050909 已销户

郴州雄风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郴州

五岭支行

437681000018010053022 已销户

郴州雄风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赤峰

分行

154179430018010051005 已销户

郴州雄风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郴州

五岭支行

437681000018010053824 6,690,608.39 活期

合计 6,690,608.39

（三）募集资金三方监管情况

2015年3月16日，公司与保荐机构西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交通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赤峰分行签订了《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对募集资金进

行专户储蓄。截止2015年3月11日，该专户余额为263,499,994.40元，该专户仅

用于赤峰黄金向谭雄玉等交易对方支付本次交易现金对价的资金、支付本次重

组的中介费用及其他交易费用的资金、以及对郴州雄风环保科技有限公司的增

资资金的存储和使用。

2015年4月10日，郴州雄风环保科技有限公司（简称“雄风环保” ）与交通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郴州五岭支行、西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签订了《募集资金专

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对募集资金进行专户存储。截止2015年4月9日，该专户

余额为90,580,000.00元。 该专户仅用于接收赤峰黄金向雄风环保科技支付上

述募集资金， 并由赤峰黄金向谭雄玉等交易对方支付本次交易现金对价的资

金。

2015年4月17日，雄风环保与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赤峰分行、西南证券

股份有限公司签订了《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对筹集资金进行专

户存储。截止2015年4月17日，专户余额为169,290,000.00元，该专户仅用于雄

风环保 “低品位复杂物料稀贵金属清洁高效回收项目” 建设资金的存储和使

用。

2015年6月3日，雄风环保与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郴州五岭支行、西南证

券股份有限公司签订了《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对募集资金进行

专户存储。 截至2015年6月3日，专户余额为129,713,866.58元。 该专户仅用于

雄风环保“低品位复杂物料稀贵金属清洁高效回收项目” 建设资金的存储和使

用。

三方监管协议与上海证券交易所 《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 （范

本）》不存在重大差异，三方监管协议的履行不存在问题。

三、本年度募集资金的实际使用情况

（一）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以下简称“募投项目” ）的资金使用情况

公司严格按照《募集资金使用管理办法》使用募集资金，2015年度公司募

集资金实际使用情况详见附表《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二）募投项目先期投入及置换情况

截止2015年4月30日，本公司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款项

共计154,715,612.58元。2015年5月25日，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三十二次会议、

第四届监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分别审议通过了 《关于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

入的自筹资金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的自筹资金总额

154,715,612.58元中的42,765,329.58元，其中包括雄风环保先期为“低品位

复杂物料清洁高效回收项目” 投入的自筹资金39,576,133.42元、以及赤峰黄

金先期支付中介机构费用投入的自筹资金3,189,196.16元。

单位：人民币元

实施主体 项目名称 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金额 以募集资金置换金额

赤峰黄金 本次重组的中介费用及其他交易费用 3,189,196.16 3,189,196.16

雄风环保 雄风环保低品位复杂物料清洁高效回收项目 151,526,416.42 39,576,133.42

合计 154,715,612.58 42,765,329.58

中审亚太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就公司本次以募集资金置换预先

投入募投项目的自筹资金事项出具了中审亚太审字(2015)020009号《赤峰吉

隆黄金矿业股份有限公司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鉴证报

告》；独立财务顾问西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出具了核查意见。

四、变更募投项目的资金使用情况

公司本年度未发生变更募投项目的资金使用情况。

五、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中存在的问题

本公司按照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和要求使用募集资金，并及

时、真实、准确、完整对募集资金使用情况进行了披露，不存在募集资金使用及

管理的违规情形。

六、会计师事务所对公司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出具的鉴证报告的

结论性意见

中审众环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认为：

公司董事会编制的截至2015年12月31日止的《关于2015年度募集资金存

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在所有重大方面已经按照中国证券监督管理

委员会《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2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

求》和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日常信息披露工作备忘录第一号临时公告格

式指引第十六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等有关

规定编制，反映了公司2015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

七、独立财务顾问对公司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所出具的专项核查

报告的结论性意见

独立财务顾问西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认为：

赤峰黄金本次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符合 《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

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2013� 年修订）》以及

赤峰黄金募集资金管理办法等法规和文件的规定， 对募集资金进行了专户存

储，并按照《赤峰吉隆黄金矿业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

募集配套资金报告书》确定的项目进行使用，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用途和

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况，不存在违规使用募集资金的情形。

八、上网披露的公告附件

（一）独立财务顾问对上市公司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出具的专项

核查报告；

（二）会计师事务所对上市公司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出具的鉴证

报告。

特此公告。

赤峰吉隆黄金矿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6年2月29日

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单位：人民币元

募集资金总额 266,699,994.40 本年度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162,993,

376.14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已累计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162,993,

376.14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比例 %

承诺投资项

目

已变

更项

目，

含部

分变

更

（如

有）

募集资金

承诺投资

总额

调整

后投

资总

额

截至期末

承诺投入

金额

(1)

本年度投

入金额

截至期末累

计投入金额

(2)

截至期

末累计

投入金

额与承

诺投入

金额的

差额

(3)=(2)

-(1)

截至期

末投入

进度

（%）

(4)=(2)/

(1)

项目达

到预定

可使用

状态日

期

本年度实现

的效益

是否

达到

预计

效益

项目可

行性是

否发生

重大变

化

雄风环保低

品位复杂物

料稀贵金属

清洁高效回

收项目

无

169,290,

000.00

/

162,993,

376.14

162,993,

376.14

162,993,

376.14

0 100%

2016/2

/28

52,833,

000.00

是 否

未达到计划进度原因（分具体募投项目）

雄风环保“低品位复杂物料稀贵金属清洁高效回收” 项目预计2014年10月末熔炼车间

投产，2015年6月末铋电解及火法精炼车间投产，2015年12月末湿法生产线投产。 目前

熔炼车间的一条年处理能力3万吨的生产线已完工，铋电解及火法精炼车间、湿法生产

线预计推迟至2016年3月末投产。 主要原因为：(1)�为了公司长远发展，夯实日后在行业

中的综合竞争力基础， 同时按照新的环保要求， 在建项目工艺路线优化及设备等级提

高，增加了工程量，相关土建、设备配套工程量也相应增加，是整体工程滞后的主要原

因；(2)该项目所在地湖南省永兴县2015年全年雨水天气超过60%，严重影响了户外施工

工程的进度。

项目可行性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说明 不适用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先期投入及置换情况

2015年5月25日，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三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募集资金置

换预先投入的自筹资金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的自筹资金42,

765,329.58元。 中审亚太会计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就公司本次以募集资金置换预先

投入募投项目的自筹资金事项出具了中审亚太审字（2015）020009号《赤峰吉隆黄金

矿业股份有限公司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鉴证报告》。

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无

对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 投资相关产品情

况

无

用超募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或归还银行贷款情

况

无

募集资金结余的金额及形成原因

截止2015年12月31日，公司募集资金账户余额合计为6,690,608.39元，主要包括募投项

目尚未使用资金及产生的利息。 其中利息收入393,984.53元。

募集资金其他使用情况 无

说明：2015年度投入募集资金总额263,703,370.54元，包括:(1)向交易对

方支付雄风环保100%股权现金对价的资金；(2) 支付中介费用及其他交易费

用；(3)已置换的前期投入的自筹资金；(4)直接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资金。

赤峰吉隆黄金矿业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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