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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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

连带的法律责任。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次季报的董事会会议。 

公司负责人李尤立、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黄红英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

管人员)张金美声明：保证季度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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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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溯调整或重述原因 

其他原因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

减 

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后 

总资产（元） 2,114,661,971.18 2,355,346,377.04 2,355,346,377.04 -10.22% 

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净资产

（元） 

1,659,341,823.19 1,801,811,296.74 1,801,811,296.74 -7.91%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

比上年同

期增减 

年初至报告期

末 

上年同期 

年初至报

告期末比

上年同期

增减 

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后 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后 

营业收入（元） 181,440,886.38 602,372,623.84 602,372,623.84 -69.88% 774,143,383.38 1,113,401,379.08 1,113,401,379.08 -30.47% 

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净利润

（元） 

-60,603,377.72 39,731,814.92 39,731,814.92 -252.53% -140,626,439.16 47,527,825.56 47,527,825.56 -395.88% 

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

润（元） 

-37,300,493.83 41,094,060.95 41,094,060.95 -190.77% -112,598,774.92 48,273,622.40 48,273,622.40 -333.25% 

经营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量净额

（元） 

69,108,147.69 97,873,647.09 97,873,647.09 -29.39% 204,651,649.71 -87,394,117.03 -105,925,129.38 293.20% 

基本每股收益（元

/股） 
-0.19 0.12 0.12 -258.33% -0.43 0.15 0.15 -386.67% 

稀释每股收益（元

/股） 
-0.19 0.12 0.12 -258.33% -0.43 0.15 0.15 -386.67% 

加权平均净资产

收益率 
-3.59% 2.24% 2.24% -5.83% -8.12% 2.84% 2.84% -10.96% 

注：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调整上年同期年初至报告期，调整前为-87,394,117.03 元，调整后为-105,925,129.38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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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整金额 18,531,012.35 元,调整原因是：该笔款项为 2017 年收到贵州泛华矿业集团有限公司对向荣矿业 2016 年度产量承诺

未完成补偿款，上年同期在收到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中披露，现调整到收到其他与投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项目 年初至报告期期末金额 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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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339,278.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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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04,586.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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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易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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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易性金融负债和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取

得的投资收益 

-296,177.39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2,960,504.59  

减：所得税影响额 -4,963,710.01  

合计 -28,027,664.2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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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8,2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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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罗平县锌电公

司 
国有法人 27.40% 88,597,600 88,597,600   

贵州泛华矿业集

团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18.80% 60,804,827 60,804,827 质押 53,799,900 

银华财富资本－

宁波银行－曾小
其他 3.28% 10,592,445 10,592,4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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伟 

海富通基金－宁

波银行－陈亚发 
其他 3.15% 10,173,547 10,173,547   

新华基金－宁波

银行－陈忠明 
其他 3.15% 10,173,541 10,173,541   

华融晋商资产管

理股份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1.59% 5,155,444 5,155,444   

#孙加胜 境内自然人 0.81% 2,604,300 2,604,300   

王秀金 境内自然人 0.73% 2,376,210 2,376,210   

中央汇金资产管

理有限责任公司 
国有法人 0.55% 1,770,000 1,770,000   

财通基金－工商

银行－中国对外

经济贸易信托－

外贸信托·恒盛

定向增发投资集

合资金信托计划 

其他 0.37% 1,192,091 1,192,0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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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罗平县锌电公司 88,597,600 人民币普通股 88,597,600 

贵州泛华矿业集团有限公司 60,804,827 人民币普通股 60,804,827 

银华财富资本－宁波银行－曾小

伟 
10,592,445 人民币普通股 10,592,445 

海富通基金－宁波银行－陈亚发 10,173,547 人民币普通股 10,173,547 

新华基金－宁波银行－陈忠明 10,173,541 人民币普通股 10,173,541 

华融晋商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5,155,444 人民币普通股 5,155,444 

#孙加胜 2,604,300 人民币普通股 2,604,300 

王秀金 2,376,210 人民币普通股 2,376,210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1,770,000 人民币普通股 1,770,000 

财通基金－工商银行－中国对外

经济贸易信托－外贸信托·恒盛定

向增发投资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1,192,091 人民币普通股 1,192,091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

说明 
孙加胜先生为贵州泛华矿业集团有限公司的一致行动人。 

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参与融资融券

业务情况说明（如有） 

1、截至 2018 年 9 月 30 日 ，罗平县锌电公司持有公司股份数量为 88,597,600 股，其中

通过投资者信用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份数量为 32,000,000 股；2、截至 2018 年 9 月 30

日，孙加胜（贵州泛华矿业集团有限公司的一致行动人）持有公司股份数量为 2,604,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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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均通过投资者信用证券账户持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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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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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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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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期末合并资产负债表较期初变动幅度较大的项目列示如下： 

   单位：人民币元 

项            目 期末余额 期初余额 增减幅度

（%） 

备注* 

货币资金 57,603,639.54 83,710,920.44 -31.19% 1*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

损益的金融资产 

 296,177.39 -100.00% 2* 

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 2,632,632.99 18,248,952.65 -85.57% 3* 

其中：应收票据  1,628,600.00 -100.00% 4* 

应收账款 2,632,632.99 16,620,352.65 -84.16% 5* 

其他应收款 13,955,084.09 31,826,833.81 -56.15% 6* 

存货 276,548,974.58 431,063,706.20 -35.84% 7* 

其他流动资产 28,019,888.62 15,153,090.67 84.91% 8* 

在建工程 52,325,487.40 20,306,856.06 157.67% 9* 

长期待摊费用 14,980,805.51 1,091,970.00 1271.91% 10* 

短期借款 78,770,000.00 325,420,683.46 -75.79% 11* 

应付票据及应付账款 129,277,001.71 79,312,537.38 63.00% 12* 

预收款项 36,163,317.00 2,030,712.69 1680.82% 13* 

应付职工薪酬 19,166,228.46 27,572,024.22 -30.49% 14* 

未分配利润 -205,741,923.16 -65,115,484.00 -215.96% 15* 

备注1*：期末货币资金较期初减少31.19%，主要原因是期末银行存款和融资质押保证金减少所致。 

备注2*：期末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较期初减少100.00%，主要原因

是上年部分锌锭采用远期点价销售期末产生的浮动盈利，而本期末无未点价的远期点价销售商品。 

备注3*：期末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较期初减少85.57%，主要原因是期初未点价锌锭按发货当日网

价预估确认收入增加应收账款本期实现全部点价结算所致。 

备注4*：期末应收票据较期初减少100.00%，主要原因是本期票据到期托收所致。 

备注5*：期末应收账款较期初减少84.16%，主要原因是期初未点价锌锭按发货当日网价预估确认

收入增加应收账款本期实现全部点价结算所致。 

备注6*：期末其他应收款较期初减少56.15%，主要原因是本期收回泛华矿业补偿款所致。 



云南罗平锌电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第三季度报告正文 

8 

备注7*：期末存货较期初减少35.84%，主要原因是公司环保隐患整改期间大部分产品均对外销售，

致使期末库存原材料及库存商品均比期初减少所致。 

备注8*：期末其他流动资产较期初增加84.91%，主要原因是本期留抵增值税增加所致。 

备注9*：期末在建工程较期初增加157.67%，主要原因是本期因环保隐患整改新增了许多工程项目

以及零星技改项目投资增加所致。 

备注10*：期末长期待摊费用较期初增加1271.91%，主要原因是本期环保隐患提质改造增加投入所

致。 

备注11*：期末短期借款较期初减少75.79%，主要原因是上期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补充了流动

资金，并偿还了部分短期借款所致。  

备注12* ：期末应付票据及应付账款较期初增加63%，主要原因是本期渣库废渣处置费、运输费

增加以及环保隐患提质改造增加应付账款所致。 

备注13*：期末预收款项较期初增加1680.82%，主要原因是本期采取预收货款销售方式增加所致。 

备注14*：期末应付职工薪酬较期初减少了30.49%，主要原因是本期支付上年职工年终绩效工资

所致。 

备注15*：期末未分配利润较期初减少了215.96%，主要原因是本期因锌价下跌及环保要求发生了

渣库含铅废渣处置费等原因导致本期亏损增加所致。 

2.本期合并利润表较上年度变动幅度较大的项目列示如下：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本期发生额 上期发生额 增减幅度

（%） 

备注* 

营业收入 774,143,383.38 1,113,401,379.08 -30.47% 1* 

税金及附加 15,858,538.07 11,361,834.65 39.58% 2* 

销售费用 10,848,394.16 20,947,238.19 -48.21% 3* 

管理费用 126,373,391.20 53,242,605.72 137.35% 4* 

财务费用 6,797,879.16 10,136,924.57 -32.94% 5* 

利息收入 588,134.96 2,302,742.65 -74.46% 6* 

资产减值损失 25,575,177.91 2,737,696.04 834.19% 7* 

其他收益 466,300.00 2,207,753.79 -78.88% 8* 

投资收益 4,544,734.70 -4,524,845.13 200.44% 9* 

其中：对联营企业和合营企业

的投资收益 

4,522,895.41 -3,651,319.96 223.87% 10* 

公允价值变动收益 -296,177.39 323,092.15 -191.67% 11* 

营业利润 -96,631,533.77 58,706,076.42 -264.60% 12* 

营业外收入 651,773.46 446,957.45 45.82%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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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业外支出 34,155,305.60 404,424.21 8345.42% 14* 

利润总额 -130,135,065.91 58,748,609.66 -321.51% 15* 

净利润 -140,897,323.51 47,091,100.85 -399.20% 16*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40,626,439.16 47,527,825.56 -395.88% 17* 

少数股东损益 -270,884.35 -436,724.71 37.97% 18* 

基本每股收益 -0.43 0.15 -386.67% 19* 

稀释每股收益 -0.43 0.15 -386.67% 20* 

 

备注1*：本期营业收入比上年同期减少30.47%，主要原因是本期因环保隐患，锌冶炼生产线停产

整改影响所致。 

备注2*：本期税金及附加比上年同期增加39.58%，主要原因是本期资源税及其他税费比上年同期

增加所致。 

备注3*：本期销售费用比上年同期减少48.21%，主要原因是本期锌锭销售量较上年同期减少所致。 

备注4*：本期管理费用比上年同期增加137.35%，主要原因是环保要求，处置渣库废渣发生了处

置费和运输费所致。 

备注5*：本期财务费用比上年同期减少32.94%，主要原因是上期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补充了

流动资金，并偿还了部分短期借款所致。 

备注6*：本期利息收入较上年同期减少74.46%，主要原因是本期流动资金存款较上年同期减少所

致。 

备注7*：资产减值损失比上年同期增加834.19%，主要原因是期末锌价下跌，库存原材料和产成

品计提的存货跌价准备增加及本期按账龄计提的坏账损失增加所致。 

备注8*：其他收益较上年同期减少78.88%，主要原因是上年同期收到补贴而本期无类似收入所致。 

备注9*、10*：本期投资收益较上年同期增加200.44%，其中对联营企业和合营企业的投资收益较

上年同期增加223.87%，主要原因是本期按权益法核算的参股公司实现盈利所致。 

备注11*：公允价值变动收益比上年同期减少191.67%，主要原因是上年末部分锌锭销售采用远期

点价销售模式，且年末实现点价结算而产生的浮动盈利,本期实现点价结算冲回浮动盈利所致。 

备注12*、15*、16*、17*、19*、20*：本期营业利润、利润总额、净利润、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基本每股收益、稀释每股收益分别比上年同期减少264.60%、321.51%、399.20%、395.88%、

386.67%、386.67%，主要原因是：（1）锌锭价格下跌，且原料采购扣减的加工费逐渐下降，导致公

司主产品-锌锭毛利率下降。（2）根据环保隐患整改要求，公司渣库含铅废渣必须按期清理处置完毕，

公司以支付费用的方式进行外运处置，导致发生处置费。同时，公司锌厂提质整改清理报废了部分固

定资产，导致亏损增加。（3）因锌冶炼停产整改，导致综合利用厂废渣回收的锌氧粉和亚硫酸锌不

断增加，由于仓库库容有限等原因，必须外销方能保证设备正常运行，导致亏损增加。 

备注13*：本期营业外收入比上年同期增加45.82%，主要原因是本期摊销以前期间收到的与工程

相关的政府补助增加所致。 

备注14*：本期营业外支出比上年同期增加8345.42%，主要原因是公司提质整改清理报废了部分

固定资产，导致本期非流动资产毁损报废损失增加。 

备注18*：本期少数股东损益比上年同期增加37.97%，主要原因是本期公司非全资子公司-富源县

富村镇富利铅锌矿有限责任公司亏损减少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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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本期合并现金流量表项目较上年同期大幅度变动原因 

单位：人民币元 

项            目 本期发生额 上期发生额 变动幅度（%） 备注* 

购买商品、接受劳务支付的现金 544,552,933.05 1,241,143,491.57 -56.12% 1* 

经营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765,166,954.14 1,438,560,975.90 -46.81% 2*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04,651,649.71 -105,925,129.38 293.20% 3* 

取得投资收益收到的现金  2,590,000.00 -100.00% 4* 

处置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

收回的现金净额 

3,357,746.92 107,743.00 3016.44% 5* 

投资支付的现金 500,000.00 450,090,000.00 -99.89% 6* 

取得子公司及其他营业单位支付的现金

净额 

-4,625,000.00 -7,385,940.36 37.38% 7* 

投资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64,578,449.35 528,425,132.80 -87.78% 8*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44,921,082.85 -507,196,377.45 91.14% 9* 

吸收投资收到的现金  848,552,572.01 -100.00% 10* 

取得借款所收到的现金 157,802,500.00 340,000,000.00 -53.59% 11* 

收到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14,093,997.00 87,000,000.00 -83.80% 12* 

筹资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171,896,497.00 1,275,552,572.01 -86.52% 13* 

偿还债务所支付的现金 335,420,683.46 556,806,974.99 -39.76% 14* 

支付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9,000,000.00 17,465,551.44 -48.47% 15* 

筹资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353,491,635.31 586,312,779.11 -39.71% 16*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81,595,138.31 689,239,792.90 -126.35% 17* 

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 -21,864,571.45 76,118,286.07 -128.72% 18* 

期初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余额 55,230,822.44 90,546,468.90 -39.00% 19* 

期末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余额 33,366,250.99 166,664,754.97 -79.98% 20* 

                                                                           

备注1*、2*：购买商品、接受劳务支付的现金比上年同期减少56.12%，经营活动现金流出小计较

上年同期减少46.81%，主要原因是本期受停产提质整改影响,原辅料采购数量较上年同期减少所致。 

备注3*：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比上年同期增加293.20%，主要原因是本期由于环保隐患，

停产提质整改期间库存产品、废旧物资、部分原料几乎全部实现外销，导致存货较期初减少，且经营

活动现金流入减少幅度远小于经营活动现金流出减少幅度。 

备注4*：取得投资收益收到的现金较上年同期减少100%，主要原因是上年同期收到子公司分红款所致。 

备注5*：处置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收回的现金净额较上年同期增加3016.44%，主要原

因是公司提质整改拆除部分报废固定资产并全部实现外销所致。 

备注6*：投资支付的现金比上年同期减少99.89%，主要原因是上期以45009万元现金收购宏泰矿业

100%股权，而本期仅支付了50万元投资云南胜凯锌业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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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注7*：取得子公司及其他营业单位支付的现金净额比上年同期增加37.38%，主要原因是上期以

45009万元现金收购宏泰矿业100%股权，合并宏泰矿业并购日现金期初余额所致。 

备注8*：投资活动现金流出小计比上年同期减少87.78%，主要原因是上期现金收购宏泰矿业100%

股权所致。 

备注9*：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比上年同期增加91.14%，主要原因是上期现金收购宏泰矿业

100%股权导致投资活动现金流出增加所致。 

备注10*：吸收投资收到的现金较上年同期减少100%，主要原因是上期非公开发行股票收到投资者

现金增加所致。 

备注11*：取得借款所收到的现金比上年同期减少53.59%，主要原因是上期非公开发行股票补充了流

动资金，导致本期银行借款减少所致。 

备注12*：收到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的现金比上年同期减少83.8%，主要原因是年初融资质押保证金

减少，导致本期置换到期保证金减少所致。 

备注13*：筹资活动现金流入小计比上年同期减少86.52%，主要原因是上期非公开发行股票收到投

资者现金增加所致。 

备注14*：偿还债务支付的现金比上年同期减少39.76%，主要原因是上期非公开发行股票补充了流

动资金，导致期初银行借款减少所致。 

备注15*：支付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的现金比上年同期减少48.47%，主要原因是本期支付融资质

押保证金减少所致。 

备注16*：筹资活动现金流出小计比上年同期减少39.71%，主要原因是本期偿还债务支付的现金及

支付的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的现金比上年同期减少所致。 

备注17*：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比上年同期减少126.35%，主要原因是上期非公开发行股票

收到投资者注入现金增加。 

备注18*：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比上年同期减少128.72%，主要原因是本期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净额比上年同期减少。 

备注19*：期初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余额比上年同期减少39.00%，主要原因是期初可随时变现的融资质

押保证金减少所致。 

备注20*：期末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余额比上年同期减少79.98%，主要原因是期末银行存款和可随时变

现的融资质押保证金减少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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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018年6月21日公司因环保隐患问题被生态环境部官网挂网报道；6月21日分别收到深圳证券交易

所出具的监管函和云南证监局的问询函，要求公司对环保情况进行说明，对未披露的环保信息进行补充披

露；6月22日公司因涉嫌信息披露违法违规被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立案调查；6月23日曲靖市环保局对

公司下达停产通知及处罚决定书。公司按照各级监管部门的要求加大处置含铅废渣的力度，以支付费用的

方式将含铅废渣转移外运处置，并对公司存在的其他隐患问题，逐一排查，严格按照各级监管部门的要求，

科学、有效、有序地进行彻底整改。2018年9月12日和14日公司分别接到深交所《纪律处分决定书》和云

南证监局《行政处罚决定书》。截止2018年9月11日，公司整改项目中立行立改的项目已经全部整改完成

并取得监管部门同意恢复生产的文件，2018年9月12日公司铅锌生产线恢复生产。上述内容公司均按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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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了披露，详见公司于2018年6月21日至9月15日在指定媒体《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

报》和巨潮资讯网披露的2018-56号、2018-65号、2018-117号、2018-124号、2018-125号、2018-127号、2018-128

号公告。 

     2、2018年9月27日，公司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三十二次会议，审议并通过了《关于清算并注销全资子

公司楚雄恒运矿业有限公司的议案》、《关于清算并注销全资子公司罗平县荣信稀贵金属有限责任公司的

议案》及《关于清算并注销全资子公司云南高仑贸易有限责任公司的议案》。2018年10月15日，公司召开

2018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并通过了《关于清算并注销全资子公司云南高仑贸易有限责任公司的议

案》。截止本报告披露日，上述子公司在清算过程中。详细情况见2018年9月28日和10月16日公司在指定

媒体《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披露的2018-132号、2018-140号公告。 

     3、公司控股子公司富源县富村镇富利铅锌矿有限责任公司正在办理采矿证延续手续，本报告期内已

按相关规定缴纳了出让金，现处于延续手续审批中。上述内容公司已在2018年半年度报告中进行了披露。 

     4、因政策和相关新增业务要求，公司子公司宏泰矿业未能按时完成采矿权证三合一方案的编制及延

续工作， 2018年8月6日宏泰矿业玉合铅锌矿采矿厂停止作业。截至2018年9月20日，采矿权证延续手续相

关文件已报贵州省国土资源厅政务中心报件窗口审核办理中。由于采矿证延续手续还在审批，玉合铅锌矿

将继续延期恢复生产。详见公司在指定媒体《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

披露的2018-137号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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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 2018 年度经营业绩的预计 

2018 年度预计的经营业绩情况：业绩亏损 

业绩亏损 

2018 年度净利润（万元） -19,800 至 -17,800 

2017 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万元） 5,528.97 

业绩变动的原因说明 

1、锌锭价格下跌，且原料采购扣减的加工费逐渐下降，导致公司主产品-

锌锭毛利率下降。2、根据环保隐患整改要求，公司渣库含铅废渣必须按期

清理处置完毕，公司以支付费用的方式进行外运处置，导致发生处置费。

同时，公司锌厂提质整改清理报废了部分固定资产，导致亏损增加。3、因

锌冶炼停产整改，导致综合利用厂废渣回收的锌氧粉和亚硫酸锌不断增加，

由于仓库库容有限等原因，必须外销方能保证设备正常运行，导致亏损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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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 

五、以公允价值计量的金融资产 

□ 适用 √ 不适用  

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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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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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委托理财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委托理财。 

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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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待方式 接待对象类型 调研的基本情况索引 

2018 年 07 月 03 日 电话沟通 个人 询问公司环保隐患问题的整改进展 

2018 年 08 月 16 日 电话沟通 个人 询问公司股票价格 

2018 年 08 月 30 日 电话沟通 个人 询问公司环保隐患问题的整改进展 

2018 年 09 月 12 日 电话沟通 个人 询问公司生产经营情况 

2018 年 09 月 21 日 电话沟通 个人 询问公司生产经营情况 

 

 

云南罗平锌电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8 年 10 月 1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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