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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年10月24日 星期六

鞍钢股份有限公司

北矿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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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负责人夏晓鸥、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罗秀建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李洪发保

证季度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1.4� �本公司第三季度报告未经审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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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

减(%)

总资产 903,459,184.38 844,976,188.89 6.9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655,560,765.20 624,749,462.09 4.93

年初至报告期末

（1-9月）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1-9月）

比上年同期增减(%)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4,187,955.54 45,056,570.00 -68.51

年初至报告期末

（1-9月）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1-9月）

比上年同期增减

（%）

营业收入 401,602,758.27 370,122,826.59 8.5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32,813,411.04 31,067,139.88 5.6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26,734,302.58 20,549,437.27 30.1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5.13 5.25 减少0.12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2156 0.2035 5.95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2156 0.2004 7.58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适用 □不适用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本期金额

（7－9月）

年初至报告期末金额

（1-9月）

说明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 -860.64 -9,183.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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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41,105.20 6,961,767.31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116,743.02 -173,196.45

其他符合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的损益项目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902.52 -15,143.28

所得税影响额 -76,250.36 -685,136.05

合计 2,046,348.66 6,079,108.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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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8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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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矿冶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60,883,952 39.23 0 无 国有法人

王金奎 1,103,689 0.71 0 未知 境内自然人

吴林 671,200 0.43 0 未知 境内自然人

刘建中 468,600 0.30 0 未知 境内自然人

陈丹 462,202 0.30 0 未知 境内自然人

青岛宝信德投资管理有限公

司－宝盈一号私募证券投资

基金

410,000 0.26 0 未知 其他

包佳惠 380,100 0.24 0 未知 境内自然人

郑胜华 322,600 0.21 0 未知 境内自然人

冼锡良 295,500 0.19 0 未知 境内自然人

刘晓堃 270,300 0.17 0 未知 境内自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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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矿冶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60,883,952 人民币普通股 60,883,952

王金奎 1,103,689 人民币普通股 1,103,689

吴林 671,200 人民币普通股 671,200

刘建中 468,600 人民币普通股 468,600

陈丹 462,202 人民币普通股 462,202

青岛宝信德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宝盈一

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410,000 人民币普通股 410,000

包佳惠 380,100 人民币普通股 380,100

郑胜华 322,600 人民币普通股 322,600

冼锡良 295,500 人民币普通股 295,500

刘晓堃 270,300 人民币普通股 270,3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前十名无限售条件流通股股东关联关系的说明：

公司未知无限售条件流通股东相互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 也未知其相

互之间是否属于《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中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前十名无限售条件流通股股东和前十名股东之间关联关系的说明：

公司未知前十名无限售条件流通股东和前十名股东相互之间是否存在关

联关系，也未知其相互之间是否属于《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中规定的一致

行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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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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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期内资产负债表指标变化情况：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期末数据 期初数据 变动金额 变动比例 变动原因

应收账款 182,385,840.54 136,912,309.39 45,473,531.15 33.21%

矿冶装备收入增加，收

款权利增加

预付账款 27,673,762.25 18,552,355.52 9,121,406.73 49.17%

在产项目增加,预付材

料费增加

其他应收款 8,789,131.88 4,694,728.47 4,094,403.41 87.21%

应收投标保证金和履

约保证金增加

其他流动资

产

2,373,235.87 1,820,661.95 552,573.92 30.35%

重分类的增值税留抵

金额增加

在建工程 14,769,538.01 9,357,362.28 5,412,175.73 57.84%

本期新增建设矿冶装

备产业基地和磁制品

生产线投入

无形资产 91,683,948.01 52,457,699.08 39,226,248.93 74.78% 新增土地资产

预收账款 78,896,932.18 -78,896,932.18 -100.00%

执行新收入准则，将预

收款项在“合同负债”

列报

合同负债 100,366,466.44 100,366,466.44 不适用

矿冶装备业务预收款

增加

应付职工薪

酬

14,575,493.88 21,344,524.50 -6,769,030.62 -31.71% 发放上年度计提工资

应交税费 4,635,085.76 2,033,191.47 2,601,894.29 127.97% 应交企业所得税增加

预计负债 1,798,842.30 -1,798,842.30 -100.00%

东方日佳诉讼根据二

审判决结果支付赔偿

款

（2）报告期内利润表指标变化情况：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本期金额 上期金额 变动金额 变动比例 变动原因

财务费用 -533,537.83 -1,669,428.74 1,135,890.91 68.04% 汇兑损失增加

其他收益 6,961,767.31 12,665,591.59 -5,703,824.28 -45.03%

本期收到的政府补助

减少

信用减值损

失

-4,774,594.25 1,522,720.07 -6,297,314.32 -413.56%

本期应收账款计提坏

账准备增加

3.2�报告期内现金流量表指标变化情况：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本期金额 上期金额 变动金额 变动比例 变动原因

经营活动产生

的现金流量净

额

14,187,955.54 45,056,570.00 -30,868,614.46 -68.51%

因业务量增加，购买

商品支付现金同比

增加

投资活动产生

的现金流量净

额

-5,289,399.23 -7,399,296.80 2,109,897.57 28.51%

磁制品生产线投入

同比减少

筹资活动产生

的现金流量净

额

-4,656,296.40 21,520,603.60 -26,176,900.00 -121.64%

上期收到限制性股

票认购款1,918万元

和普惠住能自然人

出资700万元

3.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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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分别于2020年4月29日和2020年5月29日召开了第六届董事会第三十一次会议和2019年年度

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相关议案，详见公司2020年4月30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

站披露的《北矿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度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预案》。 2020年6月16日，公司披露《北

矿科技关于实施2019年度权益分派方案后调整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发行价格的公告》， 因实施2019年

度利润分配方案调整非公开发行价格，发行数量不做调整。2020年7月16日，公司收到中国证券会出具的

《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项目审查一次反馈意见通知书》（201748号），2020年8月8日，公司披露《关于延

期回复〈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项目审查一次反馈意见通知书〉的公告》，向中国证监会申请延期至2020

年9月14日前提交反馈意见的回复材料。 2020年9月5日，公司披露《关于非公开发行股票申请文件反馈

意见回复的公告》和《非公开发行股票申请文件反馈意见的回复》，根据相关要求对反馈意见回复并进

行公开披露。

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事项尚需获得中国证监会进一步核准， 能否获得中国证监会核准仍存在

不确定性。 公司将根据中国证监会对该事项的审核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

意投资风险。

3.4�报告期内超期未履行完毕的承诺事项

□适用 √不适用

3.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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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矿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夏晓鸥

日期 2020年10月23日

证券代码：

600980

证券简称：北矿科技 公告编号：

2020-043

北矿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第三十六次会议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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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矿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称“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第三十六次会议通知于2020年10月13日以

电子邮件通知的方式发出，会议于2020年10月23日以通讯表决的方式召开，会议应出席的董事9人，实

际出席的董事9人。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长夏晓鸥先生主持，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公

司章程》和《公司董事会议事规则》的有关规定。 会议以书面表决方式审议并通过了如下议案：

一、 审议通过 《关于公司2020年第三季度报告全文及正文的议案》（详见上交所网站http://�

www.sse.com.cn）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二、审议通过《公司关于计提信用减值损失的议案》（详见上交所网站http://� www.sse.com.cn）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三、审议通过《关于拟转让公司部分资产的议案》（详见上交所网站http://� www.sse.com.cn）

表决结果：同意7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公司关联董事夏晓鸥先生、于月光先生回避了本项议案的表决，其他非关联董事一致通过该议案。

特此公告。

北矿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10月24日

证券代码：

600980

证券简称：北矿科技 公告编号：

2020-044

北矿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监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决议

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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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矿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称“公司” ）第六届监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通知于2020年10月13日以

电子邮件通知的方式发出，会议于2020年10月23日以通讯表决的方式召开，会议应出席的监事5人，实

际出席的监事5人。 本次会议由公司监事会主席周洲先生主持，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

《公司章程》和《公司监事会议事规则》的有关规定。 会议以书面表决方式审议并通过了如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20年第三季度报告全文及正文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5票；反对0票；弃权0票。

监事会审核了北矿科技董事会编制的北矿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第三季度报告。 监事会对公司

董事会编制的北矿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第三季度报告发表如下审核意见：

1、公司2020年第三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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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第三季度报告的内容和格式符合中国证监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的各项规定， 公司

2020年第三季度报告中所包含的信息，能够真实、客观地反映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

3、在提出本意见前，未发现参与公司2020年第三季度报告编制和审议的人员有违反保密规定的行

为；

4、监事会认为公司2020年第三季度报告是客观、公正的。

关于该事项的具体内容，详见同日登载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的《北

矿科技2020年第三季度报告》。

二、审议通过《公司关于计提信用减值损失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5票；反对0票；弃权0票。

监事会认为，本次计提信用减值损失符合《企业会计准则》、公司会计政策的规定及相关资产的实

际情况，依据充分，有助于更加真实、公允地反映公司财务状况，审议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

的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同意本次计提信用减值损失事项。

关于该事项的具体内容，详见同日登载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的《北

矿科技关于计提信用减值损失的公告》（公告编号：2020-045）。

三、审议通过《关于拟转让公司部分资产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5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关于该事项的具体内容，详见同日登载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的《北

矿科技关于拟转让公司部分资产暨关联交易的公告》（公告编号：2020-046）。

特此公告。

北矿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20年10月24日

证券代码：

600980

证券简称：北矿科技 公告编号：

2020-045

北矿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计提信用减值损失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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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矿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0年10月23日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三十六次会议

及第六届监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公司关于计提信用减值损失的议案》，现将具体情况公

告如下：

一、本次计提信用减值损失情况概述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和公司会计政策的相关规定，基于谨慎性原则，为真实、准确地反映公司2020

年9月30日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公司及所属子公司以预期信用损失为基础，对各项需要计提减值的

资产进行了预期信用损失评估，2020年1-9月共计提信用减值损失人民币4,774,594.25元 （未经审

计），详见下表：

单位：元

项目 2020年1-9月计提金额

应收账款坏账损失 4,753,217.11

其他应收款坏账损失 21,377.14

合计 4,774,594.25

二、计提信用减值损失的具体说明

1、应收账款坏账损失

2020年1-9月计提应收账款坏账损失共计人民币4,753,217.11元。

公司对单项金额重大且在初始确认后已经发生信用减值， 在单项工具层面能以合理成本评估预期

信用损失的充分证据的应收账款单独确定其信用损失； 当在单项工具层面无法以合理成本评估预期信

用损失的充分证据时，公司参考历史信用损失经验，结合当前状况以及对未来经济状况的判断，依据信

用风险特征将应收账款划分为若干组合，在组合基础上计算预期信用损失。

2、其他应收款坏账损失

2020年1-9月计提其他应收款坏账损失共计人民币21,377.14元。

公司对单项金额重大且在初始确认后已经发生信用减值， 在单项工具层面能以合理成本评估预期

信用损失的充分证据的其他应收款单独确定其信用损失； 当在单项工具层面无法以合理成本评估预期

信用损失的充分证据时，公司参考历史信用损失经验，结合当前状况以及对未来经济状况的判断，依据

信用风险特征将其他应收款划分为若干组合，在组合基础上计算预期信用损失。

三、计提信用减值损失对公司的影响

2020年1-9月，公司合并报表计提信用减值损失共计人民币4,774,594.25元，减少利润总额4,774,

594.25元（上述金额未经审计，最终以会计师事务所年度审计确认的金额为准）。

本次计提信用减值损失事项对公司2020年度业绩的影响具体以会计师事务所年度审计确认的金额

为准，不会对公司今后的经营产生重大影响。

四、董事会关于本次计提信用减值损失的意见

本次计提信用减值损失事项已经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三十六次会议全体董事审议通过。 公司董事

会认为：公司本次计提信用减值损失符合《企业会计准则》和公司相关会计政策的规定，依据充分，有利

于更加客观、公允地反映公司的资产状况和经营情况，同意本次计提信用减值损失。

五、独立董事关于本次计提信用减值损失的独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对本次计提信用减值损失发表了独立意见， 认为公司本次计提信用减值损失是基于

谨慎性原则，符合《企业会计准则》和公司会计政策的相关规定，符合公司实际情况，有助于真实、合理

地反映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相关审议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未发现存在损

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尤其是中小股东合法权益的情形。 因此，同意本次计提信用减值损失事项。

六、监事会关于本次计提信用减值的意见

监事会对公司本次计提信用减值损失事项进行了核查，认为本次计提信用减值损失符合《企业会计

准则》、公司会计政策的规定及相关资产的实际情况，依据充分，有助于更加真实、公允地反映公司财务

状况，审议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同意本次计提

信用减值损失事项。

特此公告。

北矿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10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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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矿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拟转让公司部分资产

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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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要内容提示

●北矿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称“公司” ）拟向控股股东矿冶科技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称“矿冶

集团” ）转让部分房地资产，转让价格为1,796.76万元。

●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但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过去12个月发生的关联交易为：一是公司与矿冶集团及其控制的子公司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金

额为801.48万元；二是矿冶集团拟以现金认购公司2020年度非公开发行股票，构成关联交易，认购金额

为19,033.06万元（尚需中国证监会核准），上述关联交易均已履行股东大会审议及披露程序，除此之外

与同一关联人未发生交易。 过去12个月内，公司与不同关联人亦未发生交易类别相关的交易。

●至本次关联交易为止，需连续12个月累计计算的关联交易金额为1,796.76万元，未超过公司最近

一期经审计净资产值的5%，该关联交易议案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本次交易实施不存在重大法律障碍。

●本次交易仍需交易各方根据相关资产交易过户的规定办理资产过户登记 手续后方能正式完成，

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一、关联交易概述

2020年10月23日，公司召开了第六届董事会第三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拟转让公司部分资

产的议案》，公司拟向控股股东矿冶科技集团有限公司转让公司位于北京市大兴区北兴路东段22号院内

房地资产，包括《不动产权证》（证号京央（2018）市不动产权第0010303号）证载的一宗国有土地使用

权和两幢房产。 根据公司聘请的具有证券、期货从业资格的中瑞世联资产评估集团有限公司出具的编号

为中瑞评报字[2020]第000141号《北矿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拟转让房地产项目资产评估报告》的评估结

果，本次评估采用房地分估、合并计算的方法，其中房屋建筑物采用成本法，土地使用权采用基准地价系

数修正法和市场法。 截止评估基准日2019年12月31日，公司拟转让的房地产账面价值466.24万元，评估

价值（含税价）1,796.76万元，增值1,330.52万元。双方确定交易总价款与评估值一致，即1,796.76万元，

已于2020年10月23日在北京签署了《房地产转让协议》。

交易对方矿冶集团为公司的控股股东，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但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

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过去12个月内，公司与同一关联人进行的交易均已履行股东大会审议及披露程序，除此之外与同一

关联人未发生交易。 过去12个月内，公司与不同关联人亦未发生交易类别相关的交易。 至本次关联交易

为止，需连续12个月累计计算的关联交易金额为1,796.76万元，未超过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值的

5%，该关联交易议案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二、关联方介绍

（一）关联方关系介绍

矿冶集团持有公司39.23%股权，为公司控股股东。

（二）关联方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矿冶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夏晓鸥

注册资本：人民币230000万元

注册地址：北京市西城区西外文兴街1号

成立日期：2000年5月19日。1999年作为12个重点院所之一，转制为中央直属大型科技企业，于2000

年5月19日取得企业法人营业执照。 原名北京矿冶研究总院，2017年12月更名为北京矿冶科技集团有限

公司，2020年4月更名为矿冶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股权结构：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拥有其100%股权。

经营范围 ：矿产资源、有色金属、黑色金属、稀有、稀土、贵金属及合金的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

服务、技术转让；化工原料(危险化学品除外)、植物胶、机械、电子、环保工程、自动化技术、节能工程、资源

评价及测试技术的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服务、技术转让及相关产品的销售；工业及民用设计；化工

石油工程施工总承包；化工石油管道、机电设备安装工程专业承包；机械设备、仪器仪表及配件、金属材

料、化工产品(危险化学品除外)的技术开发、生产与销售；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代理进出口；汽车(含

小轿车)销售；实业投资；物业管理；自有房屋出租；设施租赁；装修装饰；设计和制作印刷品广告,利用自

办杂志发布广告；工程晒图、摄像服务；承包境外冶金(矿山、黄金冶炼)、市政公用及建筑工程的勘测、咨

询、设计和监理项目；生产经营瓜尔胶食品添加剂、复配食品添加剂、复配瓜尔胶增稠剂；对外派遣实施

境外工程所需的劳务人员；《矿冶》、《热喷涂技术》、《中国无机分析化学》、《有色金属 (矿山部分)》、

《有色金属(冶炼部分)》、《有色金属(选矿部分)》、《有色金属工程》的出版(限本公司内设机构期刊编辑

部出版,有效期至2023年12月31日)。 (企业依法自主选择经营项目,开展经营活动；依法须经批准的项

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不得从事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

动。 )

2019年末公司资产总额984,258.98万元， 净资产665,073.09万元；2019年度实现营业收入409,

323.97万元、净利润41,861.09万元。

三、关联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一）交易标的

1.交易标的名称和类别

交易标的名称：北矿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房地资产

交易标的类别：实物类资产

此次交易标的为北京市大兴区北兴路东段22号院内房地资产， 包括 《不动产权证》（证号京央

（2018）市不动产权第0010303号）证载的一宗国有土地使用权和两幢房产。其中：土地使用权是公司以

出让方式取得的工业用地，房产种类是公司生产厂房、库房及风机房。

2.权属情况说明

本次交易标的为公司合法拥有，产权清晰，不存在抵押、质押及其他任何限制转让的情况，不涉及诉

讼、仲裁事项或查封、冻结等司法措施，也不存在妨碍权属转移的其他情况。

3.资产评估情况

公司聘请了具有证券、期货从业资格的中瑞世联资产评估集团有限公司对交易标的进行了评估，并

出具了《北矿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拟转让房地产项目资产评估报告》（中瑞评报字[2020]第000141号），

资产评估结果如下：

①评估对象：北矿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拟转让房地产的价值。

②评估范围：为《不动产权证》（证号京央（2018）市不动产权第0010303号）证载的一宗国有土地

使用权和两幢房产。 其中：房屋账面原值4,029,573.00元，账面净值1,470,680.30元，建筑面积2335.23

平方米；土地使用权账面原值6,421,504.26元，账面净值3,191,685.99元，土地面积11,764.80平方米。

③评估基准日：2019年12月31日。

④价值类型：市场价值。

⑤评估方法：本次采用房地分估，合并计算，其中房屋建筑物采用成本法，土地使用权采用基准地价

系数修正法和市场法。

⑥评估结论： 截至评估基准日2019年12月31日， 北矿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拟转让房地产账面价值

466.24万元，评估价值（含税价）1,796.76万元，增值1,330.52万元，增值率285.37%。

（二）关联交易价格确定方法

1.本次交易不涉及债权债务转移

2.本次关联交易采用评估定价

根据《北矿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拟转让房地产项目资产评估报告》（中瑞评报字 [2020] 第000141

号），本次房地产市场价值评估采用房地分估、合并计算的方法，其中房屋建筑物采用成本法，土地使用

权采用基准地价系数修正法和市场法。 以上评估均以交易和公开市场假设为前提，评估结论如下：

截至评估基准日2019年12月31日，北矿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拟转让房地产账面价值466.24万元，评估

价值（含税价）1,796.76万元，增值额1,330.52万元，增值率285.37%。 详见下表。

资产评估结果汇总表

产权持有单位：北矿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金额单位：万元

序号 科目名称

账面价值 评估价值 增值额 增值率%

A B C=B-A D=C/A*100%

1 房屋建筑物 147.07 228.51 81.44 55.37

2 土地使用权 319.17 1,568.25 1,249.08 391.35

合计 466.24 1,796.76 1,330.52 285.37

3.评估增减值分析

（1）房屋建筑物增值额81.44万元，增值率55.37%；主要原因：

①房屋建筑物于上个世纪1995年建成并投入使用，建成年代时较早，已有约25年时间，二十年来建

筑材料、人工费涨较大。

②企业采用的折旧年限短于房屋建筑类资产经济使用年限所致。

（2）土地使用权增值额1,249.08万元，增值率391.35%；增值主要原因：

①被评估单位购置的土地时间较早，当时土地成交价较低；

②近十多年来北京城市发展较快，其宗地周边投资环境有很大的改善，以及北京市工业用地出让价

格有所增长。

详见公司同日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的《北矿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拟转

让房地产项目资产评估报告》。

四、关联交易的主要内容和履约安排

（一）关联交易合同的主要条款

甲方（转让方）：北矿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乙方（受让方）：矿冶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1.�房地产概况

甲方向乙方转让的房地产位于北京市大兴区北兴路（东段）22号院内，《不动产权证》证号为：京央

（2018）市不动产权第0010303号，证载国有土地使用权面积11764.80平方米、使用期限至2043年12月

17日，证载房屋建筑2栋、建筑面积共计2335.23平方米。

2.�转让价格

依据中瑞世联资产评估集团有限公司出具的《北矿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拟转让房地产项目资产评估

报告》（中瑞评报字[2020]第000141号），截至评估基准日2019年12月31日，该房地产评估价值为1,

796.76万元（含税价）。

甲乙双方确定该房地产转让价格与评估价值一致， 即人民币壹仟柒佰玖拾陆万柒仟陆佰元整

（￥17967600.00元）。

3.�价款支付

在本协议签订10个工作日内，乙方向甲方支付人民币壹仟万元整（￥10000000.00元）。

在该房地产转移登记手续办理完毕后10个工作日内，乙方向甲方支付剩余转让价款，即人民币柒佰

玖拾陆万柒仟陆佰元整（￥7967600.00元），同时甲方需向乙方提供全额房地产转让发票。

4.�房地产交付与转移登记

乙方向甲方支付房地产转让款1000万元后，双方相互配合办理房地产交付手续。

5.�税费承担

与房地产转让有关的增值税、契税、土地增值税等税费，由甲乙双方依法承担。

6.�承诺与保证

（1）甲方承诺与保证：

① 甲方系依法设立、有效存续的企业法人，甲方将依据公司章程相关规定，履行本协议的内部审批

程序；

② 甲方依法享有土地使用权和房屋所有权，房地产未被设定抵押，不存在被查封等权利限制措施；

③ 甲方将积极履行本协议，依据协议约定为乙方办理房地产转移登记手续。

（2）乙方承诺与保证：

① 乙方系依法设立、有效存续的企业法人，有权签署并履行本协议；

② 乙方将积极履行本协议，依据协议约定向甲方支付价款。

7.�违约责任

任何一方违反本协议约定，致使对方遭受损害的，应向对方承担损害赔偿责任。

8.�协议生效及其他

本协议自甲乙双方签字盖章之日起生效。

本协议一式肆份，双方各执贰份，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二）公司董事会对交易对方支付能力及该款项收回的或有风险作出的判断和说明

公司董事会认为本次转让资产的交易对方为公司控股股东矿冶集团，财务状况良好，具备转让款项

的支付能力，该款项收回的或有风险可控。

五、涉及资产转让的其他安排

本次交易不涉及人员安置、土地租赁等情况。 本次交易后，矿冶集团不涉及公司的经营业务，不会产

生同业竞争。 本次资产转让所得款项将用于补充公司流动资金或其他项目开支。

六、该关联交易的目的以及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为进一步盘活公司存量资产，提高公司资产流动性，聚焦主营业务发展，根据公司战略发展的需要，

拟将其转让给矿冶集团。

本次转让的资产价格经双方协商按评估价格确定，交易合规、价格公允，不损害交易双方的利益，有

利于盘活存量资产，提高公司资产使用效率，并有利于保障公司全体股东利益，对公司本期以及未来财

务状况、经营成果无重大不利影响。

本次交易预计产生994.40万元的资产转让收益。

七、该关联交易应当履行的审议程序

1、2020年10月23日，公司召开了第六届董事会第三十六次会议，以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

通过了《关于拟转让公司部分资产的议案》。 公司董事会在审议上述关联交易时，2名关联董事回避，有

表决权的7名非关联董事一致同意该关联交易事项。

2、2020年10月23日，公司召开了第六届监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以5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

通过了《关于拟转让公司部分资产的议案》。

3、公司独立董事对该关联交易发表了事前认可意见及独立意见，认为本次公司转让部分资产表决

程序合法，交易合规、价格公允，符合公司长期发展战略，对本公司及全体股东是公平的。

4、本次交易在董事会的审批权限内，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5、本次交易尚需国管局备案。

八、需要特别说明的历史关联交易（日常关联交易除外）情况

2020年4月30日，公司披露了2020年度非公开发行股票预案，控股股东矿冶集团拟以现金方式参与

认购，构成关联交易，认购金额为19,033.06�万元（尚需中国证监会核准）。 上述关联交易情况详见公司

于2020年4月30日登载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的《北矿科技关于非公开发

行股票涉及关联交易事项的公告》（公告编号：2020-014）。

截止本公告披露日，上述关联交易已经国家出资企业批准及公司2019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尚

需中国证监会核准方可实施。

除此之外，年初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与矿冶集团未发生其他关联交易。

特此公告。

北矿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年10月24日

公司代码：

600980

公司简称：北矿科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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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除下列董事外，其他董事亲自出席了审议本次季报的董事会会议

未亲自出席董事姓名 未亲自出席董事职务 未亲自出席会议原因 被委托人姓名

王义栋 董事长 因公务 马连勇

李镇 董事 因公派学习 李忠武

公司负责人王义栋、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马连勇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龚金声明：保证

季度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第二节 公司基本情况

一、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金额单位：人民币百万元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

增减（%）

总资产 88,229 87,808 0.4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52,926 52,079 1.63

本报告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

期增减（%）

年初至报告期

末

年初至报告期末比上

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 26,521 -0.11 71,171 -8.3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825 177.78 1,325 -23.0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

819 183.39 1,291 -21.99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 - 6,087 -4.11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88 175.00 0.141 -22.95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82 156.25 0.135 -25.0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57 上升1.00个百分点 2.52 下降0.77个百分点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 适用 □ 不适用

金额单位：人民币百万元

项目

年初至报告期期末

金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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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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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3

交易性金融资产公允价值变动 -7

其他非流动负债（衍生金融工具部分）公允价值变动 42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0

减：所得税影响额 11

合计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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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通股股东和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101,554户，

其中H股股东498户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

股股东总数（如有）

0

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

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

限售条

件的股

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

态

数量

鞍山钢铁集团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53.33% 5,016,111,529 0 - -

香港中央结算（代理人）有限公司 境外法人 14.86% 1,397,335,712 0 - -

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8.98% 845,000,000 0 - -

中国电力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4.98% 468,000,000 0 - -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国有法人 1.00% 94,348,670 0 - -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境外法人 0.90% 84,679,439 0 - -

#廖强 境内自然人 0.15% 13,793,711 0 - -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博时中证央企创

新驱动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0.14% 13,104,665 0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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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 0.13% 11,880,448 0 - -

#丛中红 境内自然人 0.12% 11,020,551 0 - -

前10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股份数量

股份种类

股份种类 数量

鞍山钢铁集团有限公司 5,016,111,529 人民币普通股 5,016,111,529

香港中央结算（代理人）有限公司 1,397,335,712 境外上市外资股 1,397,335,712

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有限公司 845,0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845,000,000

中国电力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468,0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468,000,000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94,348,670 人民币普通股 94,348,670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84,679,439 人民币普通股 84,679,439

#廖强 13,793,711 人民币普通股 13,793,711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博时中证央企创

新驱动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13,104,665 人民币普通股 13,104,6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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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880,448 人民币普通股 11,880,448

#丛中红 11,020,551 人民币普通股 11,020,551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本公司未知上述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属于《上市公司股东持股变

动信息披露管理办法》中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前10名股东参与融资融券业务情况说明

（如有）

报告期末，股东廖强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份0股，通过投资者信用

证券帐户持有公司股份13,793,711股， 合计持有公司股份13,793,711股；

股东丛中红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份54,700股， 通过投资者信用证

券帐户持有公司股份10,965,851股，合计持有公司股份11,020,55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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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10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 适用√不适用

第三节 重要事项

一、报告期主要财务数据、财务指标发生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1、本报告期财务费用比上年同期减少人民币132百万元，主要原因一是银行利息支出减少人民币

37百万元，二是H股可转债汇兑损失减少人民币96百万元。

2、本报告期其他收益比上年同期减少人民币11百万元，主要原因是政府补助减少影响。

3、本报告期投资收益比上年同期增加人民币51百万元，主要原因一是合营联营企业投资收益增加

人民币29百万元，二是商品期货投资收益增加人民币22百万元影响。

4、本报告期公允价值变动收益比上年同期减少人民币28百万元，主要原因是交易性金融资产、衍

生金融工具等公允价值变动影响。

5、本报告期资产减值损失比上年同期减少人民币46百万元，主要原因是本期冲回存货跌价准备减

少影响。

6、本报告期资产处置收益比上年同期增加人民币13百万元，主要原因是固定资产处置收益增加影

响。

7、 本报告期营业外支出比上年同期增加人民币10百万元， 主要原因是固定资产报废损失增加影

响。

8、本报告期公司营业利润、利润总额、净利润、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均比上年同期显著增

加，主要原因一是随着国内疫情得到有效控制，三季度钢材市场逐步回暖，钢材价格出现阶段性上涨；

二是公司多措并举，全方位开展系统降本、提质增效工作，效果显著，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采取措

施加大全流程降本力度，各工序加工成本同比显著降低；通过优化配煤结构，提高进口煤采购比例，降

低原燃料采购成本；拓展融资渠道、充分利用金融优惠政策，财务费用同比大幅降低；提高设备利用率，

充分发挥规模效益，提产增效，三季度钢材结算量同比增加。

9、本报告期所得税费用比上年同期增加人民币174百万元，主要原因是利润同比增加影响所得税

费用增加。

10、应收票据较年初减少人民币2,558百万元，主要原因一是符合新金融工具准则规定的人民币1,

577百万元应收票据体现在“应收款项融资” 项目中；二是公司加大票据贴现力度，降低票据存量。

11、其他应收款较年初增加人民币47百万元，主要原因是应由母公司承担的住房货币化补贴款暂

挂账。

12、在建工程较年初增加人民币917百万元，主要原因是本期发生技改等工程支出增加影响。

13、使用权资产较年初增加人民币684百万元，主要原因是租赁资产增加影响。

14、应付职工薪酬较年初增加人民币109百万元，主要原因是计提应付职工薪酬影响。

15、其他非流动负债较年初减少人民币39百万元，主要原因是可转换债券权益部分公允价值变动

影响。

16、租赁负债较年初增加人民币573百万元，主要原因是租赁资产增加影响。

17、专项储备较年初增加人民币47百万元，主要原因是计提安全生产费影响。

18、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净流出量比上年同期增加人民币782百万元，主要原因一是取得借款收到

的现金减少人民币 3,460百万元；二是偿还债务支付的现金减少人民币1,547百万元；三是分配股利、

偿付利息支付的现金减少人民币1,140百万元影响。

19、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比上年同期减少了人民币604百万元，主要原因一是经营活动现金

净流入减少人民币261百万元；二是投资活动现金净流出减少人民币439百万元；三是筹资活动现金净

流出增加人民币782百万元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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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份回购的实施进展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采用集中竞价方式减持回购股份的实施进展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三、公司实际控制人、股东、关联方、收购人以及公司等承诺相关方在报告期内超期未履行完毕的

承诺事项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公司实际控制人、股东、关联方、收购人以及公司等承诺相关方在报告期内超期

未履行完毕的承诺事项。

四、金融资产投资

1、证券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金额单位：人民币百万元

证券

品种

证券代码

证券

简称

最初

投资

成本

会计

计量

模式

期初

账面

价值

本期公允

价值变动

损益

计入权益

的累计公

允价值变

动

本期购

买金额

本期出

售金额

报告

期损

益

期末

账面

价值

会计核

算科目

资金

来源

股票 600961

株冶

集团

81

公允

价值

计量

26 5 - - - - 31

交易性

金融资

产

自有

资金

期末持有的其他证券投

资

- - -

合计 81 - 26 5 - - - - 31 - -

证券投资审批董事会公

告披露日期

-

证券投资审批股东会公

告披露日期（如有)

-

2、衍生品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人民币百万元

衍生

品投

资操

作方

名称

关联

关系

是否

关联

交易

衍生品

投资类

型

衍生品

投资初

始投资

金额

起始日

期

终止日

期

期初

投资

金额

报告期

内购入

金额

报告

期内

售出

金额

计提

减值

准备

金额

（如

有）

期末

投资

金额

期末投

资金额

占公司

报告期

末净资

产比例

报告期

实际损

益金额

鞍钢

股份

无 否

期货套

保

1

2015

年4月

29日

- 165 214 335 - 169 0.32% 4

合计 1 - - 165 214 335 - 169 0.32% 4

衍生品投资资金来源 自有资金

涉诉情况（如适用） 无

衍生品投资审批董事会公告披

露日期（如有)

2020年3月27日，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批准《关于公司2020年度套期保值业

务额度的议案》。

衍生品投资审批股东会公告披

露日期（如有)

无

报告期衍生品持仓的风险分析

及控制措施说明 （包括但不限

于市场风险、流动性风险、信用

风险、操作风险、法律风险等）

(1)�市场风险，持仓品种为钢铁产业相关品种，与公司现货经营具有高度的相关性，定期

对市场进行分析预测，但对市场判断可能存在偏差，具有一定的风险性，但有期现货对

冲后，风险可控。

(2)�持仓品种流动性充裕，无流动性风险。

(3)�期货交易所对持仓品种进行信用担保，信用风险较小。

(4)�完全按照套期保值相关规定执行，持仓数量和时间符合公司批准。

公司已对相关法律风险进行评估，按国家期货交易法律法规开展业务，风险可控。

已投资衍生品报告期内市场价

格或产品公允价值变动的情

况， 对衍生品公允价值的分析

应披露具体使用的方法及相关

假设与参数的设定

上海期货交易所螺纹钢、热轧卷板、镍；大连商品交易所铁矿石、焦煤。 2020年1月2日主

连合约结算价：螺纹钢3563元/吨、热轧卷板3587元/吨、镍111060元/吨、铁矿655.5元/

吨、焦煤1173元/吨；2020年9月30日主连合约结算价：螺纹钢3553元/吨、热轧卷板3689

元/吨、镍 113170元/吨、铁矿792元/吨、焦煤1273.5元/吨；公允价值变动：螺纹钢-10元

/吨、热轧卷板+102元/吨、镍+2110元/吨、铁矿+136.5元/吨、焦煤+100.5元/吨。

报告期公司衍生品的会计政策

及会计核算具体原则与上一报

告期相比是否发生重大变化的

说明

不适用

独立董事对公司衍生品投资及

风险控制情况的专项意见

（1）公司在保证正常生产经营的前提下，使用自有资金开展期货套期保值业务履行了

相关的审批程序，符合国家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有利于公司降低

经营风险，不存在损害公司和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况。

（2）公司建立了《鞍钢股份有限公司商品期货套期保值管理办法》，明确了业务操

作流程、 审批流程及风险防控等内部控制程序， 对公司控制期货风险起到了保障的作

用。

（3）公司确定的年度套期保值保证金的最高额度和交易品种合理，符合公司的实

际生产经营情况，有利于公司合理的控制交易风险。

五、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进展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六、对202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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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日常经营重大合同

□ 适用 √ 不适用

八、委托理财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委托理财。

九、违规对外担保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违规对外担保情况。

十、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对上市公司的非经营性占用资金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对上市公司的非经营性占用资金。

十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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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调研的基本

情况索引

2020年1

月7日

公

司

实地

调研

机构

华创证券-王晓芳；

兴全基金-黄志远

公司生产经营情

况及行业运行情

况

深交所互动易/2020

年1月7日投资者关

系活动记录表

2020年3

月30日

公

司

业绩

说明

会

其他

详情请见全景网.路演天下“鞍钢股份2019年

度业绩网上说明会”

公司生产经营情

况及行业运行情

况

深交所互动易/2019

年度业绩网上说明

会记录

2020年5

月18日

公

司

电话

沟通

机构

中信建投证券-罗兴、李仁杰、廖成涛；

嘉实基金-程美华、汤舒婷、谢泽林；

天弘基金-洪明华、李胜男；

中国人寿-杨婉莹、杨晨；

工银瑞信基金-张柏阳；

东海证券-卓楸也；

东吴证券-孙鹏；

兴全基金-黄志远；

华安基金-苏绪盛；

银华基金-张子玉

公司生产经营情

况及行业运行情

况

深交所互动易/2020

年5月18日投资者关

系活动记录表

2020年6

月23日

公

司

电话

沟通

机构

天风证券-马金龙、赵莹洲；

上投摩根基金-王道斌；

杭州白犀资产-林君杰

中庚基金-潘博众；

庆瑞资产-张志荣

大钧资产-田丰

公司生产经营情

况及行业运行情

况

深交所互动易/2020

年6月23日投资者关

系活动记录表

2020年8

月31日

公

司

电话

沟通

机构

花旗银行-尚游、平佳艳；

瑞银证券-甘清仁、张涵；

富达基金-James�Richard；

Eastspring� Investments-Bonnie�

Chan,�Yuan�Yiu�Tsai；

Impala�Asset�Mgmt-Tom�McNamara；

JPMorgan� Asset�

Management-Andrew�Tan；

Polunin�Capital-Jing�Huang；

Balyasny-Han�Zhang；

Drummond� Knight� Asset�

Management-Kenneth�Wan；

Rockhampton-Daniel�Lian；

Gtja�Asset�Management-Alvin�Lua；

Victory�Capt-Geoff�Boyd；

Manulife-Doris�Wong；

Eastspring-Yuan�Yiu�Tsai

公司生产经营情

况及行业运行情

况

深交所互动易/2020

年8月31日投资者关

系互动记录表

2020年9

月2日

公

司

电话

沟通

机构

摩根大通-Linda；

Arga� investment� management-chih�

chien�chiu；

Jpm� private� banking-Raymond�

cheng；

Easpring-Yuan�yiu�tsai

公司生产经营情

况及行业运行情

况

深交所互动易/2020

年9月2日投资者关

系互动记录表

鞍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年10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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