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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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负责人张伟林、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向青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

人员)蒋伟声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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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减 

总资产（元） 1,514,524,403.17 1,571,040,505.02 -3.6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元） 
1,078,932,076.62 1,045,641,742.76 3.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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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 239,741,101.47 -73.04% 590,520,192.34 -81.7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元） 
18,131,721.01 -29.89% 45,193,541.26 -31.4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元） 
16,984,474.30 -34.29% 44,046,294.55 -29.26%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元） 
-- -- -94,944,001.15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4 -33.33% 0.1 -33.33%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4 -33.33% 0.1 -33.33%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69% -0.86% 4.25% -2.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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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5,975.66 主要系公司处置固定资产损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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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35,000.00 

主要系公司收到重庆市江津区

财政补助款。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211,777.63 

主要系全资子公司新疆渝三峡

涂料化工有限公司支付 2017 年

安全事故伤亡人员赔偿款及处

置房产损失。 

合计 1,147,246.7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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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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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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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8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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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庆化医控股

（集团）公司 
国有法人 40.55% 175,808,982 0   

林尚德 境内自然人 0.69% 3,000,000 0   

邹森鹏 境内自然人 0.58% 2,500,000 0   

汪新文 境内自然人 0.51% 2,229,574 0   

凌朝明 境内自然人 0.43% 1,867,608 0   

章高通 境内自然人 0.31% 1,349,350 0   

江阴市协润贸易

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0.30% 1,289,405 0   

徐一炜 境内自然人 0.26% 1,142,500 0   

阿拉山口市康盈

股权投资有限合

伙企业 

境内非国有法人 0.26% 1,111,200 0   

彭勇 境内自然人 0.26% 1,108,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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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庆化医控股（集团）公司 175,808,982 人民币普通股 175,808,982 

林尚德 3,0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3,000,000 

邹森鹏 2,5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2,500,000 

汪新文 2,229,574 人民币普通股 2,229,574 

凌朝明 1,867,608 人民币普通股 1,867,608 

章高通 1,349,350 人民币普通股 1,349,3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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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阴市协润贸易有限公司 1,289,405 人民币普通股 1,289,405 

徐一炜 1,142,500 人民币普通股 1,142,500 

阿拉山口市康盈股权投资有限合

伙企业 
1,111,200 人民币普通股 1,111,200 

彭勇 1,108,600 人民币普通股 1,108,6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

说明 

公司未知上述股东其关联关系或是否属于《上市公司持股变动信息披露管理办法》中规

定的一致行动人。 

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参与融资融券

业务情况说明（如有） 

公司股东邹森鹏除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 1,010,000 股外，还通过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

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 1,490,000 股，合计持有 2,500,000 股；公司股东汪新

文除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 0 股外，还通过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

券账户持有 2,229,574 股，合计持有 2,229,574 股；公司股东凌朝明除通过普通证券账户

持有 0 股外，还通过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

1,867,608 股，合计持有 1,867,608 股；公司股东章高通除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 0 股外，

还通过东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 1,349,350 股，合计持有

1,349,350 股；公司股东徐一炜除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 0 股外，还通过长江证券股份

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 1,142,500 股，合计持有 1,142,500 股；公司股

东阿拉山口市康盈股权投资有限合伙企业除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 0 股外，还通过申万

宏源西部证券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 1,111,200 股，合计持有

1,111,200 股；公司股东彭勇除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 0 股外，还通过申万宏源西部证券

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 1,108,600 股，合计持有 1,108,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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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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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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资产负债表项目： 

    1、货币资金：期末数较期初数减少55.59%，主要原因是公司归还银行借款，以及支付新疆信汇峡

清洁能源有限公司投资款和对重庆关西涂料有限公司提供财务资助共同影响所致。 

    2、预付款项：期末数较期初数增加177.20%，主要原因是全资子公司重庆渝三峡化工有限公司预

付货款增加影响所致。 

    3、其他应收款：期末数较期初数增加674.27%，主要原因是公司对重庆关西涂料有限公司提供财

务资助影响所致。 

    4、其他流动资产：期末数较期初数减少75.71%，主要原因是公司增值税进项税转出减少影响所致。 

    5、长期股权投资：期末数较期初数增加30.94%，主要原因是公司投资新疆信汇峡清洁能源有限公

司支付投资款7,860万元影响所致。 

    6、短期借款：期末数较期初数减少51.84%，主要原因是公司调整银行债务结构，减少银行短期借

款、增加银行中长期借款影响所致。 

    7、应付票据及应付账款：期末数较期初数减少38.74%，主要原因是公司按合同约定支付到期货款

及在财务公司开具的承兑汇票减少影响所致。 

    8、应付职工薪酬：期末数较期初数减少70.67%，主要原因是公司2017年末计提的承包兑现奖金发

放完毕影响所致。 

    9、应交税费：期末数较期初数减少49.38%，主要原因是公司缴纳了2017年末计提的增值税影响所

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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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长期借款：期末数较期初数增加100%，主要原因是公司调整银行债务结构，减少银行短期借

款、增加银行中长期借款影响所致。 

    11、递延所得税负债：期末数较期初数减少58.58%，主要原因是公司可供出售金融资产中重庆银

行股票和嘉润三板定增1号基金公允价值变动影响所致。 

12、其他综合收益：期末数较期初数减少58.58%，主要原因是公司可供出售金融资产中重庆银行

股票和嘉润三板定增1号基金公允价值变动影响所致。 

（二）利润表项目： 

    1、营业收入：本期数较上年同期数减少81.74%，主要原因是公司聚焦油漆涂料业务，油漆涂料营

业收入较去年同期增加8.75％；同时控制和放缓化工贸易业务，全资子公司重庆渝三峡化工有限公司

化工贸易业务大幅减少，化工贸易营业收入较去年同期减少92.08%。 

    2、营业成本：本期数较上年同期数减少84.65%，主要原因是全资子公司重庆渝三峡化工有限公司

化工贸易业务大幅减少影响所致。 

    3、税金及附加：本期数较上年同期数减少47.34%，主要原因是全资子公司重庆渝三峡化工有限公

司化工贸易业务大幅减少影响所致。 

    4、其他收益：本期数较上年同期数增加116.03%，主要原因是公司收到重庆市江津区财政补助款

影响所致。 

    5、资产处置收益：本期数较上年同期数减少295.96%，主要原因是公司处置固定资产损益影响所

致。 

6、营业外收入：本期数较上年同期数减少95.47%，主要原因是公司去年同期收到四川天晖昌宇新

能源科技开发有限公司300万元补偿金，本报告期无此事项影响所致。 

    7、营业外支出：本期数较上年同期数增加241.64%，主要原因是全资子公司新疆渝三峡涂料化工

有限公司支付2017年安全事故伤亡人员赔偿款以及处置房产损失影响所致。 

    8、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本期数较上年同期数减少31.43%，主要原因是全资子公司重庆

渝三峡化工有限公司化工贸易业务大幅减少影响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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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2月16日，公司八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投资设立新疆信汇峡清洁能源有限公司

的议案》。公司与新疆广汇煤炭清洁炼化有限责任公司、山东汇东新能源有限公司签署了《120万吨/年粗

芳烃加氢项目投资合作协议》，三方共同出资在新疆哈密地区伊吾县设立新疆信汇峡清洁能源有限公司。

此次对外投资合作事项的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17年2月17日发布的《对外投资公告》，公告编号2017-007。

2017年3月8日，新疆信汇峡清洁能源有限公司已办理完成工商注册登记手续，并取得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哈密地区伊吾县工商行政管理局颁发的《营业执照》，具体详见公司于2017年3月10日发布的《关于投资

设立的参股公司取得营业执照的公告》，公告编号2017-016。截止目前，公司已按照投资协议支付投资款

19,800万元，其余股东也按照投资协议约定足额到账投资款。粗芳烃加氢项目（一期60万吨/年）预处理单

元已于2017年11月份建成；截止2018年9月30日，60万吨/年粗芳烃加氢装置及其配套的总罐容10.4万m³的

原料罐区、总罐容1万m³的重组分罐区、外管廊、配电室、机柜间等建设完成；加氢装置基础土建完成95%，

钢结构预制安装完成88%，大型吊装设备仅剩余低压空冷未到场；制氢装置基础土建完成80%，钢结构预

制安装完成70%，制氢现场制作设备完成50%；公辅工程总罐容4万m³的轻组分罐组制作完成，外管廊结构

预制全部完成，化验室土建完成95%，中控室土建完成55%，轻组分罐区地面硬化完成10%，外管廊土建

完成98%，外管管道配管完成95%，火炬配管完成100%。 

2、经公司八届十次董事会审议通过，同意对公司联营企业重庆关西涂料有限公司提供不超过4,000万元人

民币的财务资助，资金使用期限为1年，借款利率为同期中国人民银行一年期贷款基准利率的90%，到期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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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17年10月27日发布的《关于向参股公司重庆关西涂料有限公司提供财务资助暨

关联交易的公告》，公告编号2017-043。报告期公司向关西涂料提供资金2,800万元，报告期公司收到财务

资助利息60.73万元。 

3、经公司2017年第27次行政办公会审议批准，公司以自有资金认缴江苏道蓬科技有限公司新增注册资本

263.16万元，增资后公司持有江苏道蓬科技有限公司5%股权。公司于2017年8月实缴增资款81.94万元、2018

年7月实缴增资款181.22万元，公司已完成该增资事项。江苏道蓬科技有限公司经营范围：石墨烯涂料及碳

纳米新型材料应用开发、生产；防腐工程咨询、设计、施工；钢结构设计、制作、施工等。 

4、2018年7月10日，公司八届十七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参与投资设立投资基金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公司拟与重庆点石化医股权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重庆长寿经济技术开发区开发投资集团有限公司、重

庆化医新天投资集团有限公司、重庆市映天辉氯碱化工有限公司合作设立嘉兴点石新材料股权投资基金合

伙企业（有限合伙）（暂定名，最终名称以工商部门核准的公司名称为准），在新材料产业、精细化工、

特殊化学品、农药或医药中间体、化工新材料等领域寻找项目投资机会。公司本次对外投资合作事项的详

细内容具体详见本公司于2018年7月11日发布的《关于参与投资设立投资基金暨关联交易的公告》，公告

编号2018-026。     

5、公司七届九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了《关于认购嘉润三板定增1号基金产品的议案》，公司以自有资金2,000

万元认购嘉润三板定增1号基金B类优先级产品。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15年6月24日披露的《关于认购嘉

润三板定增1号基金产品的公告》，公告编号2015-024。嘉润三板定增1号基金经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

备案审批，于2015年7月1日正式获得了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颁发的《私募投资基金备案证明》（备案

编码：S63330）。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15年7月7日披露的《关于认购嘉润三板定增1号基金产品的进展

公告》，公告编号2015-028。根据嘉润三板定增1号基金合同约定，本基金存续期预计为3年，其中投资期

为2年，回收期为1年，基金合同终止之日起30个工作日内成立清算小组，开始对基金进行清算。因该基金

尚处于清算阶段，公司参与基金的最终收益情况需待基金完成清算和分配等相关程序后方可确定，公司将

根据基金清算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6、2017年11月28日，公司八届十一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了《关于与四川彭山经济开发区管理委员会签署项

目投资协议的议案》、《关于投资设立全资子公司的议案》，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17年11月29日披露的

《2017年第九次（八届十一次）董事会决议公告》，公告编号2017-047。公司与四川彭山经济开发区管理

委员会签署了《项目投资协议书》，公司拟以自有资金出资在四川省眉山市彭山区投资设立全资子公司，

公司本次对外投资合作事项的详细内容具体详见公司于2017年11月22日披露的《关于与四川彭山经济开发

区管理委员会签署项目投资协议的公告》，公告编号2017-045。2018年1月2日，四川渝三峡已办理完成工

商注册登记手续，并取得由眉山市彭山区工商行政管理和质量技术监督局颁发的《营业执照》。目前四川

渝三峡正在办理项目建设前期手续。 

7、公司全资子公司重庆渝三峡化工有限公司于2018年6月27日收到重庆市江津区国家税务局稽查局《税务

事项通知书》[江津国税稽通〔2018〕8号]，并对《税务事项通知书》内容进行了披露，具体内容详见公司

于2018年6月29日发布的《关于全资子公司重庆渝三峡化工有限公司收到税务事项通知书的公告》，公告

编号2018-022。公司于2018年7月6日收到深交所《关于对重庆三峡油漆股份有限公司的关注函》（公司部

关注函〔2018〕第 129 号），公司对《关注函》内容进行了披露，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18年7月7日发布

的《关于收到深交所关注函的公告》，公告编号2018-023。随后，公司对《关注函》中提及的问题进行了

认真分析及核查，就相关事项向深圳证券交易所进行了回复，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18年7月11日发布的

《关于深圳证券交易所回复的公告》，公告编号2018-028。  

8、公司全资子公司新疆渝三峡涂料化工有限公司于2017年10月27日下午4:50左右在生产过程中发现物料泵

泄漏，在现场抢修时发生物料中毒事故，导致1人死亡、2人受伤。事故发生后，新疆渝三峡迅速组织施救

并立即主动报告当地政府安监部门，受伤人员紧急送往医院救治。相关部门已成立事故调查组并开展事故

调查工作。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17年10月30日发布的《关于子公司发生安全生产事故的公告》（公告编

号2017-044）。事故发生后，新疆昌吉州呼图壁县政府及时组织事故调查组进驻公司进行为期4天的现场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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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及处置，同时公司领导迅速赶往新疆进行现场处理和善后工作。新疆昌吉州呼图壁县人民政府同意事故

调查组对事故的分析和性质的认定，“10.27”化学品中毒事故是一起一般生产安全责任事故，新疆昌吉州呼

图壁县安监局对新疆渝三峡处以30万元罚款。新疆渝三峡事故伤亡人员善后及赔偿工作已妥善解决完毕。

新疆渝三峡按照相关部门的要求积极组织落实进行了全面整改，由中介机构编制了《安全设施设计诊断报

告》、《安全现状评价报告》，通过了新疆昌吉州安监局组织的专家评审。公司按照相关要求更换了新疆

渝三峡执行董事及法定代表人，新疆渝三峡于2018年7月3日完成了工商变更。经多方沟通和商议，2018年

8月10日，新疆昌吉州安监局已同意呼图壁县安监局将新疆渝三峡安全生产许可证归还给新疆渝三峡，待

呼图壁县政府、安监、环保、消防、质监、工业园区等部门对新疆渝三峡进行复工验收后，可顺利恢复正

常生产。目前新疆渝三峡正在进行环保监测验收。  

9、经公司行政办公会审议批准，公司于2016年12月以2,999万元自有资金对东方天呈文化传媒有限公司进

行增资，占其增资完成后的总股本比例为2.07%，2017年度已完成工商变更手续。后东方天呈提出再融资

计划，公司于2017年10月以自有资金413万元参与此次融资，保持持股比例不变，本报告期因环境发生变

化，东方天呈提出中止该融资计划，经双方协商，东方天呈于2018年9月退回增资款413万元及利息30万元。 

10、北京北陆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于2018年9月4日实施2018年半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以其现有总股本

325,993,251股为基数，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10股转增5股，我公司持股数量由3,000万股变为持有

4,500万股，持股比例不变，占北陆药业总股本的9.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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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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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证券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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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金 S63331 

嘉润三

板定增

1 号基

金 

20,000,

000.00 

公允价

值计量 

22,417,

746.46 

-2,764,0

44.70 

-346,29

8.27 
0.00 0.00 0.00 

19,653,

701.73 

可供出

售金融

资产 

自有资

金 

合计 
20,000,

000.00 
-- 

22,417,

746.46 

-2,764,0

44.70 

-346,29

8.27 
0.00 0.00 0.00 

19,653,

701.73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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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投资审批董事会公告

披露日期 
2015 年 06 月 24 日 

证券投资审批股东会公告

披露日期（如有) 
 

六、委托理财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委托理财。 

七、衍生品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衍生品投资。 

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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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 月 电话沟通 个人 公司生产经营情况，未提供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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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庆三峡油漆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董事长：张伟林 

 

 

2018年 10月 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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