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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它关联资金往来 资金往来方名称 

往来方与上市公司

的关联关系 

上市公司核算的

会计科目 

2019年期初 

往来资金余额 

2019年度往来累计 

发生金额(不含利息) 

2019年度往来资

金的利息(如有) 

2019年度偿还 

累计发生金额 

2019年期末 

往来资金余额 往来形成原因 往来性质 

上市公司的子公司及其

附属企业 

 

贵州紫金 非全资子公司 其他应收款 436,809,412 3,045,441,589 20,525,906 (3,165,385,243) 337,391,664 借款给子公司 非经营性占用 

贵州紫金 非全资子公司 其他非流动资产 400,000,000 780,000,000 - (400,000,000) 780,000,000 借款给子公司 非经营性占用 

国际融资 全资子公司 其他应收款 163,677 10,600 - - 174,277 代垫款 非经营性占用 

富蕴金山（注 4） 非全资子公司 

其他应收款/ 

一年内到期的其他

非流动资产 534,330,634 715,948,311 8,318,106 (664,242,634) 594,354,417 借款给子公司 非经营性占用 

黑龙江铜山 全资子公司 其他应收款 39,820,531 - - - 39,820,531 代垫款 非经营性占用 

安康紫金（注 5） 全资子公司 

其他应收款/ 

其他非流动资产/

一年内到期的其他

非流动资产 307,525,846 310,481,267 3,428,876 (310,481,266) 310,954,723 借款给子公司 非经营性占用 

甘孜紫金 非全资子公司 

其他应收款/ 

其他非流动资产 28,178,565 - - - 28,178,565 借款给子公司 非经营性占用 

黑龙江紫金 非全资子公司 其他应收款 59,298,781 - - - 59,298,781 借款给子公司 非经营性占用 

环闽矿产测试 非全资子公司 其他应收款 22,526 - - - 22,526 代垫款 非经营性占用 

环闽矿业 非全资子公司 其他应收款 82,635,654 - 4,633,472 (45,799,999) 41,469,127 借款给子公司 非经营性占用 

环闽矿业 非全资子公司 其他非流动资产 2,500,000 48,300,000 - (2,500,000) 48,300,000 借款给子公司 非经营性占用 

紫金铜冠（注 6） 非全资子公司 

其他应收款/ 

其他非流动资产/

一年内到期的其他

非流动资产 230,396,460 52,758,159 12,914,511 - 296,069,130 借款给子公司 非经营性占用 

黄金冶炼公司 全资子公司 其他应收款 85,241,527 30,135,061,155 - (30,206,945,603) 13,357,079 代垫款 非经营性占用 

黄金珠宝 全资子公司 其他应收款 766,133 3,955,099,051 1,370,308 (3,804,570,009) 152,665,483 代垫款 非经营性占用 

新疆阿舍勒 非全资子公司 其他应收款 1,383,636 52,735,199 - (53,180,337) 938,498 借款给子公司 非经营性占用 

新疆阿舍勒 

（注 7） 非全资子公司 

其他非流动资产/

一年内到期的其他

非流动资产 900,000,000 230,275,347 19,724,653 (500,000,000) 650,000,000 借款给子公司 非经营性占用 

黑龙江多宝山 全资子公司 其他应收款 200,500,958 1,004,690,693 8,434,167 (1,013,143,998) 200,481,820 借款给子公司 非经营性占用 

吉林紫金铜业 全资子公司 其他应收款 45,182,332 917,913,640 - (925,221,064) 37,874,908 借款给子公司 非经营性占用 

吉林紫金铜业 全资子公司 

一年内到期的其他

非流动资产 300,000,000 - - (300,000,000) - 借款给子公司 非经营性占用 

黑龙江龙兴 

（注 8） 非全资子公司 

其他应收款/ 

其他非流动资产/

一年内到期的其他

非流动资产 1,343,804,619 14,051,284 83,803,533 (812,634) 1,440,846,802 借款给子公司 非经营性占用 

安康金峰 非全资子公司 其他应收款 29,891,593 33,078,692 229,643 (14,908,028) 48,291,900 借款给子公司 非经营性占用 

佳博电子 非全资子公司 其他应收款 - 127,638 - (78,148) 49,490 代垫款 非经营性占用 

金峰香港 全资子公司 其他应收款 60,490,656 10,600 - - 60,501,256 代垫款 非经营性占用 

金昊铁业 非全资子公司 其他应收款 480,517,626 - - - 480,517,626 代垫款 非经营性占用 

金昊铁业 非全资子公司 其他非流动资产 5,288,088 3,412,418 - (665,663) 8,034,843 借款给子公司 非经营性占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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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它关联资金往来 资金往来方名称 

往来方与上市公司

的关联关系 

上市公司核算的 

会计科目 

2019年期初 

往来资金余额 

2019年度往来累计 

发生金额(不含利息) 

2019年度往来资

金的利息(如有) 

2019年度偿还 

累计发生金额 

2019年期末 

往来资金余额 往来形成原因 往来性质 

上市公司的子公司及其

附属企业 

 

 

安康金峰（注 9） 非全资子公司 

其他非流动资产/

一年内到期的其他

非流动资产 323,512,263 582,524,182 12,556,744 (593,846,925) 324,746,264 借款给子公司 非经营性占用 

金璞矿业 全资子公司 其他应收款 79,500 106,000 - (79,500) 106,000 代垫款 非经营性占用 

金泉香港 全资子公司 其他应收款 65,077 10,600 - - 75,677 代垫款 非经营性占用 

金山资产 非全资子公司 其他应收款 133 - - - 133 代垫款 非经营性占用 

金宇香港 全资子公司 其他应收款 110,216,737 10,600 3,510,870 (93,500,750) 20,237,457 借款给子公司 非经营性占用 

金宇香港 全资子公司 其他非流动资产 132,009,250 264,018,500 - (396,027,750) - 借款给子公司 非经营性占用 

奎屯铜冠 全资子公司 其他应收款 33,980 666,781 - (681,522) 19,239 代垫款 非经营性占用 

陇南紫金 非全资子公司 其他应收款 3,365,178 725,532 8,092,743 (4,741,946) 7,441,507 借款给子公司 非经营性占用 

陇南紫金（注 10） 非全资子公司 

其他非流动资产/

一年内到期的其他

非流动资产 155,000,000 137,000,000 - - 292,000,000 借款给子公司 非经营性占用 

连城久鑫 非全资子公司 其他应收款 13,079 - - (5,060) 8,019 代垫款 非经营性占用 

连城久鑫 非全资子公司 其他非流动资产 4,800,000 4,817,940 - (4,800,000) 4,817,940 借款给子公司 非经营性占用 

洛宁冶炼厂 非全资子公司 其他应收款 65,645 13,241,956 - (274,712) 13,032,889 代垫款 非经营性占用 

洛阳坤宇 非全资子公司 其他应收款 - 2,011,224 - (1,782,164) 229,060 代垫款 非经营性占用 

麻栗坡紫金 非全资子公司 其他应收款 30,097,942 832,070 - (30,929,012) 1,000 借款给子公司 非经营性占用 

穆索诺伊 全资子公司 其他应收款 6,000 484,611 - (484,611) 6,000 代垫款 非经营性占用 

青海威斯特 全资子公司 其他应收款 33,065 406,195 - (439,260) - 代垫款 非经营性占用 

青海紫金 全资子公司 其他应收款 348,191 72,597 - (11,306) 409,482 代垫款 非经营性占用 

青海紫金 全资子公司 其他非流动资产 12,016,539 - - (7,500,000) 4,516,539 借款给子公司 非经营性占用 

连城紫金 非全资子公司 其他应收款 15,012,454 16,726,200 616,058 (15,360,000) 16,994,712 借款给子公司 非经营性占用 

乌拉特后旗紫金 非全资子公司 其他应收款 5,472,434 1,472,352 5,667,361 (7,086,979) 5,525,168 借款给子公司 非经营性占用 

乌拉特后旗紫金 非全资子公司 其他非流动资产 150,000,000 200,000,000 - (250,000,000) 100,000,000 借款给子公司 非经营性占用 

龙胜德鑫 非全资子公司 

其他应收款/ 

其他非流动资产 12,804,331 - 405,758 (2,100,001) 11,110,088 借款给子公司 非经营性占用 

洛宁华泰 非全资子公司 其他应收款 100,139,918 221,077 4,323,750 (104,564,051) 120,694 借款给子公司 非经营性占用 

洛宁华泰 非全资子公司 其他非流动资产 - 100,000,000 - - 100,000,000 借款给子公司 非经营性占用 

三明宏国 全资子公司 其他应收款 43,928 - 339,250 (383,178) - 借款给子公司 非经营性占用 

三明宏国（注 11） 全资子公司 

其他非流动资产/

一年内到期的其他

非流动资产 30,000,000 30,370,875 - (30,000,000) 30,370,875 借款给子公司 非经营性占用 

上杭紫金铁路 非全资子公司 其他非流动资产 - 97,000,000 - (5,000,000) 92,000,000 借款给子公司 非经营性占用 

四川金康 非全资子公司 其他应收款 5,000,000 - - - 5,000,000 代垫款 非经营性占用 

武平酒店 非全资子公司 其他应收款 4,746 - - (4,746) - 代垫款 非经营性占用 

武平紫金 非全资子公司 其他应收款 88,084,540 131,155,454 4,258,892 (100,720,875) 122,778,011 借款给子公司 非经营性占用 

厦门紫金矿冶 全资子公司 其他应收款 21,544,657 227,592 - (212,067) 21,560,182 借款给子公司 非经营性占用 

厦门紫金投资 全资子公司 其他应收款 112,471,805 1,432 - (33,550,012) 78,923,225 借款给子公司 非经营性占用 

山西紫金 全资子公司 其他应收款 46,086 1,253,855 - (1,249,252) 50,689 代垫款 非经营性占用 

上杭紫金铁路 非全资子公司 其他应收款 107,444,259 2,000 4,406,107 (111,740,669) 111,697 借款给子公司 非经营性占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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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它关联资金往来 资金往来方名称 

往来方与上市公司

的关联关系 

上市公司核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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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市公司的子公司及其

附属企业 

 

元阳华西 非全资子公司 其他应收款 68,395,335 70,604,312 - (68,407,335) 70,592,312 代垫款 非经营性占用 

云南华西 非全资子公司 其他应收款 473,104 1,492,048 - (1,923,321) 41,831 代垫款 非经营性占用 

上杭金山矿业 全资子公司 其他应收款 919,049 6,000,000 604,431 (7,107,324) 416,156 借款给子公司 非经营性占用 

上杭金山矿业 

（注 12） 全资子公司 

其他非流动资产/

一年内到期的其他

非流动资产 16,500,000 17,600,000 - (16,500,000) 17,600,000 借款给子公司 非经营性占用 

卓鑫投资 全资子公司 其他应收款 120,678,763 - - - 120,678,763 代垫款 非经营性占用 

资本国际 全资子公司 其他应收款 2,000 - - - 2,000 代垫款 非经营性占用 

上杭紫金水电 

（注 13） 全资子公司 

其他应收款/ 

一年内到期的其他

非流动资产 15,824,228 - 443,239 (8,428,573) 7,838,894 借款给子公司 非经营性占用 

香格里拉华西 非全资子公司 

其他应收款/ 

其他非流动资产 19,197,219 5,670,000 695,179 (6,096,585) 19,465,813 借款给子公司 非经营性占用 

新疆金宝 非全资子公司 其他应收款 - 769,642 - (740,687) 28,955 代垫款 非经营性占用 

新疆金脉 全资子公司 其他应收款 11,114 453,286 - (464,400) - 代垫款 非经营性占用 

牙克石亨运 全资子公司 其他应收款 3,818,188 - - - 3,818,188 代垫款 非经营性占用 

域佳集团 全资子公司 其他应收款 172,232,000 - - (172,232,000) - 借款给子公司 非经营性占用 

河南金达（注 14） 非全资子公司 

其他应收款/ 

一年内到期的其他

非流动资产 1,761,569 4,181,590 31,768 (3,751,827) 2,223,100 借款给子公司 非经营性占用 

紫金商务服务 全资子公司 其他应收款 40,491 224,447 - (264,938) - 代垫款 非经营性占用 

紫金工程设计 非全资子公司 其他应收款 - 8,475 - - 8,475 代垫款 非经营性占用 

紫金国际 全资子公司 其他应收款 237,120,279 12,994 - (211,925) 236,921,348 借款给子公司 非经营性占用 

紫金建设 非全资子公司 其他应收款 109,183 2,811,990 - (1,765,508) 1,155,665 代垫款 非经营性占用 

紫金铜业 全资子公司 其他应收款 666,553,330 2,435,834,202 110,863,780 (2,241,862,300) 971,389,012 借款给子公司 非经营性占用 

紫金铜业 全资子公司 其他非流动资产 1,067,398,000 193,148,550 - (537,546,550) 723,000,000 借款给子公司 非经营性占用 

紫金物流 全资子公司 其他应收款 488,099 1,802,705 - (2,017,248) 273,556 代垫款 非经营性占用 

紫金中学 全资子公司 其他应收款 1,312,078 901,693 - (15,294) 2,198,477 代垫款 非经营性占用 

紫金中学 全资子公司 其他非流动资产 8,036,768 169,384,332 - - 177,421,100 借款给子公司 非经营性占用 

紫金资本投资 全资子公司 其他应收款 26,806,036 1,884,569 - (936,297) 27,754,308 代垫款 非经营性占用 

          

小计    21,053,005,470 71,600,176,252 587,401,500 (74,090,249,799) 19,150,333,4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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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它关联资金往来 资金往来方名称 

往来方与上市公司

的关联关系 

上市公司核算的 

会计科目 

2019年期初 

往来资金余额 

2019年度往来累计 

发生金额(不含利息) 

2019年度往来资

金的利息(如有) 

2019年度偿还 

累计发生金额 

2019年期末 

往来资金余额 往来形成原因 往来性质 

关联自然人    - - - - -   

其他关联方及其 

附属企业 

龙岩马坑 联营公司 其他应收款 50,073,104 50,000,000 69,781 (50,073,104) 50,069,781 借款给联营公司 非经营性占用 

瓮福紫金 联营公司 其他应收款 14,000,000 14,000,000 20,469 (14,000,000) 14,020,469 借款给联营公司 非经营性占用 

厦门现代码头 联营公司 其他应收款 3,500,000 - - - 3,500,000 借款给联营公司 非经营性占用 

金鹰矿业（注 15） 合营企业 

其他非流动资产/

一年内到期的其

他非流动资产 606,462,286 - 44,676,045 - 651,138,331 借款给合营企业 非经营性占用 

厦门闽兴投资 少数股东 其他应收款 30,683,478 - - - 30,683,478 借款给少数股东 非经营性占用 

卡莫阿 合营企业 其他非流动资产 3,260,105,667 1,493,270,301 372,134,794 - 5,125,510,762 借款给合营公司 非经营性占用 

龙岩紫金中航 

（注 16） 联营公司 

其他非流动资产/

一年内到期的其

他非流动资产 424,914,932 - 21,314,485 (5,474,932) 440,754,485 借款给联营公司 非经营性占用 

西藏玉龙 联营公司 其他应收款 23,406 272,519 - (285,348) 10,577 代垫款 非经营性占用 

          

小计    4,389,762,873 1,557,542,820 438,215,574 (69,833,384) 6,315,687,883   

           

总计    25,442,768,343 73,157,719,072 1,025,617,074 (74,160,083,183) 25,466,021,306   

 

注 1：其中人民币 1,292,000,000 元将于 2020 年内到期。 

注 2：其中人民币 682,272,360 元将于 2020 年内到期。 

注 3：其中人民币 675,450,000 元将于 2020 年内到期。 

注 4：其中人民币 581,798,366 元将于 2020 年内到期。 

注 5：其中人民币 310,481,267 元将于 2020 年内到期。 

注 6：其中人民币 260,854,800 元将于 2020 年内到期。 

注 7：其中人民币 250,000,000 元将于 2020 年内到期。 

注 8：其中人民币 178,600,000 元将于 2020 年内到期。 

注 9：其中人民币 126,501,009 元将于 2020 年内到期。 

注 10：其中人民币 70,000,000 元将于 2020 年内到期。 

注 11：其中人民币 30,370,875 元将于 2020 年内到期。 

注 12：其中人民币 17,600,000 元将于 2020 年内到期。 

注 13：其中人民币 6,000,000 元将于 2020 年内到期。 

注 14：其中人民币 2,219,990 元将于 2020 年内到期。 

注 15：其中人民币 651,138,331 元将于 2020 年内到期。 

注 16：其中人民币 440,754,485 元将于 2020 年内到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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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简称定义表： 

 

全称 以上简称 全称 以上简称 全称 以上简称 

金山(香港)国际矿业有限公司 金山香港 厦门紫金铜冠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紫金铜冠 紫金国际融资有限公司 国际融资 

紫金铜业有限公司 紫金铜业 紫金矿业物流有限责任公司 紫金物流 青海铜业有限责任公司 青海铜业 

紫金矿业集团西北有限公司 西北公司 紫金矿业建设有限公司 紫金建设 松潘县紫金工贸有限责任公司 松潘紫金 

福建紫金贸易有限公司 福建紫金贸易 新疆金宝矿业有限公司 新疆金宝 河南金达矿业有限公司 河南金达 

紫金矿业集团青海有限公司 青海紫金 安康市金峰矿业有限公司 安康金峰 紫金矿业集团（厦门）金属材料有限公司 厦门金属材料 

黑龙江多宝山铜业股份有限公司 黑龙江多宝山 万城商务东升庙有限责任公司 万城商务 福建环闽矿产测试有限公司 环闽矿产测试 

黑龙江紫金龙兴矿业有限公司 黑龙江龙兴 紫金矿业集团黄金珠宝有限公司 黄金珠宝 金亚矿业 (BVI) 有限公司 金亚矿业 

元阳县华西黄金有限公司 元阳华西 金峰（香港）国际矿业有限公司 金峰香港 上杭金山矿业有限公司 上杭金山矿业 

洛阳坤宇矿业有限公司 洛阳坤宇 紫金中学 紫金中学 瓮福紫金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瓮福紫金 

域佳集团有限公司 域佳集团 云南华西矿产资源有限公司 云南华西 上杭紫金铁路专用线有限公司 上杭紫金铁路 

中塔泽拉夫尚有限责任公司 泽拉夫尚 连城紫金矿业有限公司 连城紫金 金宇(香港)国际矿业有限公司 金宇香港 

文山麻栗坡紫金钨业集团有限公司 麻栗坡紫金 福建建龙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建龙工程咨询 福建紫金商务服务有限公司 紫金商务服务 

内蒙古金中矿业有限公司 金中矿业 贵州新恒基矿业有限公司 贵州新恒基 紫金矿业集团东北亚有限公司 东北亚紫金 

新疆金能矿业有限公司 金能矿业 香格里拉县华西矿业有限公司 香格里拉华西 信宜紫金矿业有限公司 信宜紫金 

环闽矿业有限公司 环闽矿业 洛宁紫金黄金冶炼有限公司 洛宁冶炼厂 陇南紫金矿业有限公司 陇南紫金 

安康紫金矿业有限公司 安康紫金 洛宁华泰矿业开发有限公司 洛宁华泰 珲春紫金矿业有限公司 珲春紫金 

西藏玉龙铜业股份有限公司 西藏玉龙 龙胜县德鑫矿业有限公司 龙胜德鑫 新疆阿勒泰金昊铁业有限公司 金昊铁业 

俄罗斯龙兴有限责任公司 俄龙兴 安徽紫金矿业有限公司 安徽紫金 龙岩紫金中航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龙岩紫金中航 

新疆紫金锌业有限公司 新疆紫金锌业 金泉(香港)国际矿业有限公司 金泉香港 福建金山耐磨材料有限公司 金山耐磨 

富蕴金山矿冶有限公司 富蕴金山 乌拉特后旗紫金矿业有限公司 乌拉特后旗紫金 上杭县紫金水电有限公司 上杭紫金水电 

紫金矿业集团(厦门)投资有限公司 厦门紫金投资 洛阳紫金银辉黄金冶炼有限公司 洛阳银辉 牙克石亨运矿业有限公司 牙克石亨运 

紫金国际矿业有限公司 紫金国际 四川金康矿业有限公司 四川金康 三明宏国矿业开发有限公司 三明宏国 

厦门紫金矿冶技术有限公司 厦门紫金矿冶 巴彦淖尔紫金有色金属有限公司 巴彦淖尔 福建紫金贵金属材料有限公司 紫金贵金属材料 

武平紫金矿业有限公司 武平紫金 福建紫金矿冶测试技术有限公司 福建紫金矿冶 卓鑫投资有限公司 卓鑫投资 

四川甘孜州紫金矿业有限公司 甘孜紫金 福建紫金铜业有限公司 福建紫金铜业 山西紫金矿业有限公司 山西紫金 

贵必多矿业有限公司 贵必多 紫金国际资本有限公司 资本国际 奥同克有限责任公司 奥同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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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简称定义表（续）： 

 

全称 以上简称 全称 以上简称 全称 以上简称 

紫金矿业集团资本投资有限公司 紫金资本投资 金山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金山资产 贵州紫金矿业股份有限公司 贵州紫金 

黑龙江铜山矿业有限公司 黑龙江铜山 连城县久鑫矿业有限公司 连城久鑫 新疆阿舍勒铜业股份有限公司 新疆阿舍勒 

紫金矿业集团黄金冶炼有限公司 黄金冶炼公司 金璞国际矿业有限公司 金璞矿业 紫金矿业集团财务有限公司 财务公司 

超泰有限公司 超泰公司 福建紫金萃福珠宝发展有限公司 紫金萃福 紫金矿业集团南方投资有限公司 南方投资 

穆索诺伊矿业有限责任公司 穆索诺伊 新疆金脉国际物流有限公司 新疆金脉 奎屯铜冠冶化有限责任公司 奎屯铜冠 

青海威斯特铜业有限公司 青海威斯特 厦门紫金工程设计有限公司 紫金工程设计 上杭县紫金佳博电子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佳博电子 

吉林紫金铜业有限公司 吉林紫金铜业 黑龙江紫金矿业有限公司 黑龙江紫金 武平紫金大酒店 武平酒店 

麻栗坡金果矿业有限公司 麻栗坡金果 厦门闽兴投资有限公司 厦门闽兴投资 福建龙岩马坑矿业股份有限公司 龙岩马坑 

厦门现代码头有限公司 厦门现代码头 金鹰矿业投资有限公司 金鹰矿业 卡莫阿控股公司 卡莫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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