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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重要提示
本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规划，投资者应当到证监会指定媒
体仔细阅读年度报告全文。
非标准审计意见提示
□ 适用 √ 不适用
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普通股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 适用 □ 不适用
是否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 是 √ 否
公司经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的普通股利润分配预案为：
以扣除库存股后的股本 1,957,961,542 股为基数，每 10 股派发现金股利 2 元（含税），共计派发 391,592,308.40 元。
公司通过回购专户持有的 25,411,505 股股份将全部用于员工持股计划，如果员工持股计划正常实施，并且上述股份已转入员
工持股计划账户，则该股份参与本次利润分配，即以总股本 1,983,373,047 股为基数，每 10 股派发现金股利 2 元（含税），
共计派发 396,674,609.40 元。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优先股利润分配预案
□ 适用 √ 不适用

二、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银泰资源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股票代码

000975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刘黎明

李铮

办公地址

北京市朝阳区建国门外大街 2 号银泰中心 北京市朝阳区建国门外大街 2 号银泰中心
C 座 5103/5104
C 座 5103/5104

传真

010-65668256

010-65668256

电话

010-85171856

010-85171856

电子信箱

975@ytr.net.cn

975@ytr.net.cn

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一）主要业务
公司主要业务为贵金属和有色金属矿采选及金属贸易。报告期内，公司共拥有 4 个矿山企业，分别为
玉龙矿业、黑河银泰、吉林板庙子和青海大柴旦。玉龙矿业为铅锌银多金属矿矿山，黑河银泰、吉林板庙
子、青海大柴旦为金矿矿山。其中，玉龙矿业、黑河银泰和吉林板庙子均为在产矿山；青海大柴旦因采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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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由露天转地下开采正在进行基建暂时停产，预计 2019 年 4 月底恢复生产。除此之外，公司下属子公
司银泰盛鸿是一家以贵金属和有色金属贸易为主业，以金融工具为风控手段的综合型贸易服务商，主要为
客户提供购销渠道、风险管理、贸易融资、供应链金融等服务。
（二）主要产品及用途
公司产品主要有3种，涉及金属4种。分别为合质金（含银）、含银铅精矿（银单独计价）和锌精矿。
黑河银泰、吉林板庙子、青海大柴旦的主要产品均为合质金，其中黑河银泰为高银合质金，吉林板庙子、
青海大柴旦均为低银合质金，在销售时金银均单独计价。玉龙矿业的主要产品为含银铅精矿（银单独计价）
和锌精矿（伴生银计价）
。
合质金主要销售给金精炼冶炼企业，经金精炼冶炼企业分离精炼作为标准金银锭销售或销售给首饰加
工企业。铅锌精矿分别销售给贸易商和冶炼企业，银金属主要富含在铅精矿中，由冶炼厂在冶炼环节综合
回收。
黄金主要用作首饰、器皿和建筑装饰；用于投资，规避人民币汇率波动的风险；用作国际储备；用于
工业与科学技术等。
电解铅的重要用途为各种电池产品（汽车启动电池、电动汽车动力电池、电动车动力电池、其它电池），
次要用途为生产各种合金、电力材料等。
锌的主要用途为抗氧化材料，用于钢铁构件、板材的镀锌，其次为生产合金（如黄铜）、其它锌基合
金以及用作不活泼元素的冶炼还原剂，还有部分锌以氧化锌、锌盐的形式用作化工材料。
银作为最优的导电材料广泛用于电子电力以及核工业等，此外生活消费装饰、医药等都有使用。银作
为贵金属，各国央行都有一定存储。
（三）生产工艺
玉龙矿业采用地下开采方式，目前主要采矿方法为浅孔留矿法、中深孔爆破空场法、分段空场嗣后充
填采矿法等工艺。公司产品生产工艺示意图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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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林板庙子和黑河银泰均为黄金矿山，吉林板庙子为地下开采矿山，采矿方法为中深孔爆破空场法，
空区嗣后充填，黑河银泰现阶段为露天采矿。吉林板庙子和黑河银泰的生产工艺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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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主要经营模式
公司生产所需主要原料是自采矿石，生产模式是按计划流水线生产。公司产品的销售渠道既有直接向
冶炼厂的销售，也有向贸易商销售，再由贸易商向冶炼厂销售。金银产品销售价格参照上海黄金交易市场
价格，有色金属销售价格参考上海有色金属网的金属价格，按国内同行计价惯例结算。
（五）公司所处行业地位
玉龙矿业是目前国内矿产银（含量银）最大的单体矿山之一，也是已知国内上市公司中毛利率较高的
矿山之一。玉龙矿业所在地位于内蒙古东北部大兴安岭有色金属成矿带，有色金属矿山较为集中，距离最
近的铅锌冶炼厂不足100公里，运输方便。公司矿山资源禀赋较好，所生产的铅精矿由于贵金属含量较高，
易于销售。锌精矿产品中伴生小金属品种较多，冶炼工艺先进的冶炼厂综合回收效益较好，因此向大型冶
炼厂销售具有竞争优势。
黑河银泰、吉林板庙子和青海大柴旦均为大型黄金矿山，黑河银泰是国内入选品位最高的金矿之一；
吉林板庙子是国家级绿色矿山，也是国内生产管理水平较为先进的矿山之一；青海大柴旦作为国内大型金
矿之一，将于2019年4月恢复生产。根据中国黄金协会数据，公司矿产金产量在中国黄金企业中排名第五，
前四为中国黄金、山东黄金、紫金矿业、招金矿业，公司也是黄金矿山中毛利率较好的矿山之一。
（六）矿产勘查活动
1、玉龙矿业勘查活动及资源情况
（1）采矿证内的生产勘探
根据 2009 年 1 月内蒙古自治区第十地质矿产勘查开发院在国土资源部备案的《内蒙古自治区西乌珠
穆沁旗花敖包特矿区银铅锌矿核实报告》，主采区花敖包特银铅矿累计查明矿石量 3,249.16 万吨，金属量
银 6,368.62 吨，铅 71.28 万吨，锌 92.08 万吨；保有矿石量 3,129.68 万吨，金属量银 6,008.10 吨，铅 62.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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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吨，锌 74.11 万吨。
截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累计动用矿石量 631.70 万吨，银金属量 2,088.90 吨，铅金属量 29.65 万吨，
锌金属量 37.57 万吨。
花敖包特银铅矿自 2009 年勘探报告评审备案以来，历年不间断地开展生产勘探活动，发现并查明新
增矿体 27 个。新增总矿石量 125.12 万吨，银金属量 362.32 吨，铅金属量 3.25 万吨，锌金属量 5.61 万吨。
其中银铅锌矿石量（122b+333）为 105.11 万吨，平均品位：铅 3.09%、锌 5.34%、银 308.37g/t。
截至本报告期末，花敖包特银铅矿内保有各类资源量矿石量 2,742.58 万吨，银金属量 4,642.04 吨，铅
金属量 44.88 万吨，锌金属量 60.12 万吨。根据年末相应金属价格折算当量品位 300.52g/t（生产勘探增加
量未经评审备案）。
花敖包特山矿段采矿权内的保有资源量矿石量 511.9 万吨，银金属量 480.37 吨，铅金属量 4.92 万吨，
锌金属量 9.41 万吨。
（2）探矿区的勘探
玉龙矿业拥有四宗探矿权，均在现有采矿证周边。2018 年以前，各探矿权范围内实施勘探钻孔 79,600
米，坑道 15,600 米，以及大量的地质测量、物化探、水文、测试、冶金试验等工作。2018 年度实施勘探
钻孔进尺 46,000 米，以及配套的测试等工作。
截至报告期末，各探矿权合计查明资源量矿石量1,357.70万吨，银金属量1,818.06吨，铅金属量8.64万
吨，锌金属量17.45万吨，伴生金152Kg。探矿区内的资源量部分未经评审备案。
2、黑河银泰勘查活动及资源情况
2016 年底，黑河银泰核实保有资源量矿石量 247.2 万吨，金金属量 23.71 吨，银金属量 184.68 吨，累
计动用矿石量 40.05 万吨，金金属量 5.085 吨，银金属量 37.04 吨，采矿变动增量矿石量 3.55 万吨，金金
属量 0.434 吨，银金属量 3.74 吨。截至本报告期末，保有资源量矿石量 210.7 万吨，金金属量 19.06 吨，
银金属量 151.38 吨。
3、吉林板庙子勘查活动及资源情况
2016年底，吉林板庙子保有资源量638.93万吨，金金属量28.71吨，2017、2018年度累计动用矿石量
123.20万吨，金金属量5.31吨，勘探变动增加矿石量167.29万吨，金金属量4.93吨，2018年末保有资源量
683.02万吨，金金属量28.54吨。
吉林板庙子 2018 年度勘查活动主要集中在板庙子金矿勘探探矿权范围内，勘探钻孔进尺 7,500 米，坑
道 230 米。吉林板庙子探矿权勘探报告正在编制，预计 2019 年完成勘探报告的评审备案工作。
4、青海大柴旦勘查活动及资源情况
2016 年底，青海大柴旦两宗采矿权内保有资源量矿石量 434.74 万吨，金金属量 16.37 吨。青山金矿详
查探矿权范围内，已经评审备案的保有资源量矿石量 61.57 万吨，金金属量 2.39 吨。细晶沟金矿详查探矿
权提交但未备案的资源量为矿石量 222.43 万吨，
（333+334）金金属量 12.71 吨。

5

银泰资源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年度报告摘要

重组完成后，2017、2018 年度勘探工作重点在金龙沟金矿普查探矿权、青龙沟金矿详查探矿权、青山
金矿普查探矿权开展工作，细晶沟金矿详查探矿权由于施工条件原因，实施了少量工作。生产勘探重点在
青龙沟采矿权实施了坑内岩心钻探，重点在于提高矿体控制程度，为即将开始的采矿生产做准备。
2017 年共实施 RC 钻 25,638 米，金刚石岩心钻 14,778 米。2018 年度勘探工作投入 RC 钻 27,718 米，
地面金刚石钻 41,467 米，坑内钻 21,335 米。
截至 2018 年末，青海大柴旦采矿权范围内资源量矿石量 405.38 万吨，金金属量 17.77 吨；探矿权（含
正在转采的 323 矿区）保有资源量矿石量 883.24 万吨，金金属量 35.28 吨。
3、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1）近三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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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溯调整或重述原因
会计政策变更;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
单位：人民币元

2018 年
调整前
营业收入（元）

本年比
上年增
减

2017 年
调整后

调整后

4,826,237,156.92 1,482,617,517.48 2,227,241,801.59 116.69%

2016 年
调整前

调整后

761,851,976.37

786,377,139.1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利润（元）

662,572,790.77

325,273,623.60

336,703,028.44 96.78%

219,643,584.57

223,692,987.7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的净利润（元）

633,078,699.06

297,673,970.58

308,661,188.28 105.10%

212,961,197.44

231,653,775.42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净额（元）

1,150,227,453.54

920,424,186.74

807,704,502.93 42.41%

338,581,097.29

753,616,100.56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3344

0.3007

0.2084 60.46%

0.2031

0.1461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3344

0.3007

0.2084 60.46%

0.2031

0.1461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
率

7.95%

8.22%

6.91%

5.93%

4.83%

调整前
总资产（元）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资产（元）

本年末
比上年
末增减

2017 年末

2018 年末

1.04%

调整后

10,683,209,812.49 5,410,317,334.30 11,317,863,228.24

调整后

2016 年末
调整前

-5.61% 4,895,217,289.45

调整后
10,842,874,595.4
0

8,340,451,592.18 4,103,389,561.43 5,035,434,956.48 65.64% 3,787,081,170.32 4,701,290,069.21

会计政策变更的原因及会计差错更正的情况
1、会计政策变更的原因及会计差错更正的情况
根据第七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的《关于公司会计政策变更及会计估计变更的议案》，为保持新增矿山公司与原有矿
山公司的采矿权及地质成果摊销核算方法的一致性，公司自 2018 年 1 月 1 日起将采矿权及地质成果摊销核算方法由原来全
部计入当期管理费用变更为计入相关矿石成本，按照合理的方法在当期销售成本与期末留存存货成本进行分配，本次核算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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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的变更采用追溯调整法处理。
2、同一控制下合并
2017 年 12 月 25 日，公司取得中国证监会《关于核准银泰资源股份有限公司向沈国军等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批复》
（证监许
可〔2017〕2365 号），向沈国军等 8 名交易对方发行股份购买上海盛蔚 89.38%股权。所有交易对方于 2018 年 1 月 10 日就
其持有的上海盛蔚股份办理了转让手续，上海盛蔚成为公司全资子公司。由于公司与上海盛蔚在合并前后均受沈国军实际控
制且该控制并非暂时性，因此上述合并属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本期初纳入合并报表范围。根据《企业会计准则》及其相关
指南、解释等规定编制合并资产负债表时，应当调整合并资产负债表的期初数，同时应当对比较报表的相关项目进行调整。

（2）分季度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人民币元
第一季度

第二季度

第三季度

第四季度

营业收入

847,431,761.72

1,248,403,859.26

1,580,165,331.58

1,150,236,204.3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16,401,220.64

156,279,407.32

206,753,194.46

183,138,968.3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110,422,144.74

150,152,866.67

195,928,491.03

176,575,196.62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09,345,502.77

239,132,797.38

461,961,981.65

339,787,171.74

上述财务指标或其加总数是否与公司已披露季度报告、半年度报告相关财务指标存在重大差异
□ 是 √ 否

4、股本及股东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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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期末普通
股股东总数

年度报告披露日
25,067 前一个月末普通
股股东总数

报告期末表决权
29,034 恢复的优先股股
东总数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
一个月末表决权恢
0
复的优先股股东总
数

0

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王水

股东性质
境内自然人

中国银泰投资 境内非国有
有限公司
法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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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74% 312,138,102 114,119,970

242,831,756

69,306,346

14.44% 286,472,107 83,863,459

52,500,000

233,972,107

程少良

境外自然人

7.44% 147,535,745 74,405,771

62,653,781

84,881,964

沈国军

境内自然人

6.49% 128,657,227 114,981,909

101,246,882

27,410,345

上海澜聚企业
境内非国有
管理中心（有限
法人
合伙）

4.40% 87,281,795 87,281,795

87,281,795

0

上海趵虎投资
境内非国有
管理中心（有限
法人
合伙）

3.52% 69,825,435 69,825,435

69,825,435

0

侯仁峰

2.40% 47,619,848 1,559,079

0

47,619,848

境内自然人

上海温悟企业
境内非国有
管理中心（有限
法人
合伙）

2.35% 46,550,289 46,550,289

46,550,289

0

上海巢盟企业 境内非国有
管理中心（有限 法人

2.13% 42,244,388 42,244,388

42,244,388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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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伙）
共青城润达投
境内非国有
资管理合伙企
法人
业（有限合伙）

2.11%

41,895,262 41,895,262

41,895,262

0

2018 年 1 月 26 日，上海澜聚企业管理中心（有限合伙）、上海趵虎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
战略投资者或一般法人因配
上海温悟企业管理中心（有限合伙）、上海巢盟企业管理中心（有限合伙）和共青城润达投资
售新股成为前 10 名股东的
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因为公司发行新股成为公司前 10 名股东，限售期至 2021 年 1 月
情况（如有）（参见注 3）
25 日。
公司实际控制人沈国军持有公司控股股东中国银泰 92.5%的股权，沈国军和中国银泰为一致
行动人，合计控制银泰资源 20.93%股份。公司实际控制人沈国军与股东王水、程少良、上海
澜聚企业管理中心（有限合伙）、上海趵虎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上海温悟企业管理中
心（有限合伙）、上海巢盟企业管理中心（有限合伙）和共青城润达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
合伙）在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交易中承诺不存在通过协议或其他安排，在上海盛蔚的生产
动的说明
经营、收益等方面形成一致行动关系的情形；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完成后，上述各方亦不
会基于其所持有的银泰资源股份谋求一致行动关系；上述各方之间不存在《上市公司收购管
理办法》第八十三条所规定的一致行动情形。公司未知其他股东之间的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
关系。

（2）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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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3）以方框图形式披露公司与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

5、公司债券情况
公司是否存在公开发行并在证券交易所上市，且在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未到期或到期未能全额兑付的公司债券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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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1、报告期经营情况简介
公司是否需要遵守特殊行业的披露要求
是
固体矿产资源业
公司需遵守《深圳证券交易所行业信息披露指引第 2 号——上市公司从事固体矿产资源相关业务》的披露要求

2、报告期内主营业务是否存在重大变化
□ 是 √ 否

3、占公司主营业务收入或主营业务利润 10%以上的产品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产品名称
合质金

营业收入
1,338,945,643.37

营业利润

毛利率

820,048,282.35

58.12%

营业收入比上年 营业利润比上年 毛利率比上年同
同期增减
同期增减
期增减
80.87%

185.51%

15.78%

4、是否存在需要特别关注的经营季节性或周期性特征
□ 是 √ 否

5、报告期内营业收入、营业成本、归属于上市公司普通股股东的净利润总额或者构成较前一报告期发生
重大变化的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本报告期上市公司通过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完成对上海盛蔚的收购，旗下金矿的开采和销售导致本期利润较上一年度大幅增
加；本期金矿业务的开展和上海盛鸿贸易量的增长导致本期营业收入和营业成本较前一报告期大幅增加。

6、面临暂停上市和终止上市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7、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1）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1、重要会计政策变更
（1）财政部于2018年6月15日发布了《财政部关于修订印发2018年度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通知》（财会（2018）15
号），对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进行了修订。 本公司执行上述规定的主要影响如下：
会计政策变更的内容和原因

审批
程序

受影响的报表项目名称和金额

（1）资产负债表中“应收票据”和“应收账款”合并
“应收票据”和“应收账款”合并列示为“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本
董事会、监
列示为“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应付票据”和“应
期金额47,163,542.01元，上期金额0元；
事会审批
付账款”合并列示为“应付票据及应付账款”；“应
“应付票据”和“应付账款”合并列示为“应付票据及应付账款”，本
通过
收利息”和“应收股利”并入“其他应收款”列示；“应
期金额124,168,287.55元，上期金额64,810,289.26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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付利息”和“应付股利”并入“其他应付款”列示；“固
定资产清理”并入“固定资产”列示；“工程物资”并
入“在建工程”列示；“专项应付款”并入“长期应付
款”列示。比较数据相应调整。

调增“其他应收款”本期金额0元，上期金额288,212.05元；
调增“其他应付款”本期金额474,776.05元，上期金额0元；
调增“固定资产”本期金额0元，上期金额0元；
调增“在建工程”本期金额3,004,442.07元，上期金额2,781,133.78
元；
调增“长期应付款”本期金额0元，上期金额0元。

（2）在利润表中新增“研发费用”项目，将原“管
董事会、监
理费用”中的研发费用重分类至“研发费用”单独
调减“管理费用”本期金额0元，上期金额0元，重分类至“研发费
事会审批
列示；在利润表中财务费用项下新增“其中：利息
用”。
通过
费用”和“利息收入”项目。比较数据相应调整。
董事会、监
（3）所有者权益变动表中新增“设定受益计划变
“设定受益计划变动额结转留存收益”本期金额0元，上期金额0
事会审批
动额结转留存收益”项目。比较数据相应调整。
元。
通过
（2）本公司完成重大资产收购后，3个新增矿山公司纳入合并范围，为保持新增矿山公司与原有矿山公司的存货核算方
法的一致性，公司对采矿权及地质成果摊销核算方法做出相应变更。
本次会计核算方法的变更涉及的业务范围为控股子公司玉龙矿业，本次核算方法的变更采用追溯调整法处理。
审批
受影响的报表项目名称和金额
程序
新增矿山公司根据《会计准则第6号——无形资 董事会、监 调增“存货”期末金额42,763,821.00元，期初金额55,799,078.55
产》及其应用指南规定，将采矿权摊销计入矿石 事会审批 元；
成本。
通过
调增“营业成本”本期金额77,206,598.10元，上期金额
原有矿山公司玉龙矿业根据财政部《关于印发企
96,131,181.86元；
业和地质勘查单位探矿权采矿权会计处理规定的
调减“管理费用”本期金额64,171,340.55元，上期金额
通知》（财会字[1999]40号）和《企业探矿权采矿
91,309,250.97；
权会计处理规定》等相关规定，参考同行业其他
调减“少数股东损益”本期金额3,041,151.66元，上期金额
上市公司的处理，将采矿权摊销计入当期管理费
1,124,966.12元；
用。
调增“未分配利润”期末金额32,786,936.03元，期初金额
为更加准确地核算当期产品销售及期末存货成
42,781,041.93元；
本，公司自2018年1月1日起统一核算方法，将采
调增“少数股东权益”期末金额9,976,884.97元，期初金额
矿权及地质成果摊销核算方法由原来全部计入当
13,018,036.62元。
期管理费用变更为计入相关矿石成本，按照合理
的方法在当期销售成本与期末留存存货成本进行
分配。
会计政策变更的内容和原因

2、重要会计估计变更
（1）公司对会计估计变更适用时点的确定原则：未来适用法。
（2）本期主要会计估计变更
会计估计变更的内容和原因
审批程序 开始适用时点
受影响的报表项目名称和金额
为了进一步加强公司对资金的有效管控，统筹提高集团内各子 董事会、监 2018年1月1日 计提应收款项、其他应收款坏账准
公司的资金使用效率，简化公司与各子公司之间往来款的会计 事会审批
备0元，递延所得税资产增加0元，
处理，变更了应收款项计提坏账准备的会计估计。对合并范围 通过
所得税费用减少0元，2018年度净
内关联方之间形成的应收款项划分为合并报表范围内关联方
利润增加0元。
组合，单独进行减值测试，测试后未减值的不计提坏账准备；
测试后有客观证据表明可能发生了减值，按预计未来现金流量
现值低于其账面价值的差额计提坏账准备，计入当期损益。

（2）报告期内发生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

（3）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2017年12月25日，公司取得中国证监会《关于核准银泰资源股份有限公司向沈国军等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批复》（证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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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可〔2017〕2365号），向沈国军等8名交易对方发行股份购买上海盛蔚89.38%股权。所有交易对方于2018年1月10日就其持
有的上海盛蔚股份办理了转让手续，上海盛蔚成为公司全资子公司。由于公司与上海盛蔚在合并前后均受沈国军实际控制且
该控制并非暂时性，因此上述合并属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本期初纳入合并报表范围。根据《企业会计准则》及其相关指南、
解释等规定编制合并资产负债表时，应当调整合并资产负债表的期初数，同时应当对比较报表的相关项目进行调整。
本期注销子公司：
1、岷县银泰矿业有限责任公司：于2018年申请注销，截止资产负债表日，已办理清税事宜，工商注销手续尚未完结。
2、内蒙古金源鑫泰矿产勘查有限责任公司：于2018年申请注销，2018年08月23日经赤峰市松山区市场监督管理局核准
注销。
3、TJS LIMITED：于2018年申请注销，2018年6月11日取得巴巴多斯签发的清算证明。
本期新设子公司：
1、宁波银泰永亨贸易有限公司：该公司系银泰盛鸿的全资子公司，于2018年07月09日经宁波市江北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批准设立，注册资本10,000万元人民币，营业执照注册号为：91330205MA2CHNMJ2P，注册地址：浙江省宁波市江北区慈
城镇慈湖人家313号301室。
2、银泰盛鸿新加坡有限公司：该公司系银泰盛鸿于2018年注资成立的有限责任公司，英文名为YTSH SINGAPORE PTE
LTD，公司注册资本为200万美元。

银泰资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杨海飞
2019年4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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