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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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负责人韩桃子、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谢文彬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

管人员)谢文彬声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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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位：人民币元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减 

总资产（元） 1,856,066,789.38 1,841,048,133.36 0.8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元） 
1,421,534,017.16 1,340,643,430.45 6.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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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2,754,244.32 7.15% 711,562,526.22 -3.0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元） 
-10,909,016.29 -296.82% -8,802,235.86 -215.5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元） 
-13,946,596.28 -431.88% -14,772,128.53 -761.98%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元） 
17,646,570.32 78.24% -34,401,737.66 -291.32%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096 -295.92% -0.0078 -216.42%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096 -295.92% -0.0078 -216.42%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0.82% -1.24% -0.66% -1.24%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人民币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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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4,943.96 主要系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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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101,251.15 主要系政府补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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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衍生金融资产、交易性金融负债、衍生金融负债

产生的公允价值变动损益，以及处置交易性金融资产、衍生金

融资产、交易性金融负债、衍生金融负债和其他债权投资取得

的投资收益 

705,085.92 
主要系理财收益及交易性金融

资产公允价值变动损益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443,478.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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减：所得税影响额 1,476,083.85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868,782.68  

合计 5,969,892.6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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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3,6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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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东贤丰控股有

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26.03% 295,358,647 295,358,647 

冻结 295,358,647 

质押 292,200,000 

贤丰控股集团有

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14.03% 159,152,000  

冻结 159,152,000 

质押 114,000,000 

大成创新资本－

招商银行－博源

恒丰资产管理计

划 

其他 8.68% 98,452,883 98,452,883   

南方资本－宁波

银行－蓉胜超微

定向增发 2 号专

项资产管理计划 

其他 6.51% 73,839,661 73,839,661   

南方资本－宁波

银行－梁雄健 
其他 2.68% 30,397,328 30,397,328   

诸建中 境内自然人 0.99% 11,260,000    

萧巧当 境内自然人 0.67% 7,584,953    

黄国良 境内自然人 0.64% 7,208,600    

中国对外经济贸

易信托有限公司
其他 0.40% 4,564,9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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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贸信托－广

荣 2 号结构化证

券投资集合资金

信托计划 

萧丽群 境内自然人 0.37% 4,161,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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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贤丰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159,152,000 人民币普通股 159,152,000 

诸建中 11,260,000 人民币普通股 11,260,000 

萧巧当 7,584,953 人民币普通股 7,584,953 

黄国良 7,208,600 人民币普通股 7,208,600 

中国对外经济贸易信托有限公司

－外贸信托－广荣 2号结构化证券

投资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4,564,900 人民币普通股 4,564,900 

萧丽群 4,161,700 人民币普通股 4,161,700 

孙民峰 3,212,550 人民币普通股 3,212,550 

#王涛 3,156,700 人民币普通股 3,156,700 

乐淑英 2,805,000 人民币普通股 2,805,000 

黄键良 2,737,000 人民币普通股 2,737,0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

说明 

除广东贤丰控股有限公司为贤丰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外，未知上述其他股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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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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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然人股东王涛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股 6,700 股，通过万联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

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股 3,150,000 股，合计持有公司股份 3,156,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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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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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位：人民币元 

资产负债表项目 期末余额 年初余额 变动幅度 变动原因说明 

货币资金 16,527,295.33 104,509,808.41 -84.19% 
主要系上年末借入银行短期借款，本期

用于日常经营及偿还到期借款所致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

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 
- 194,728.00 -100.00% 

主要系本期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

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全部出售所致 

衍生金融资产 - 34,900.00 -100.00% 
主要系铜期货套期保值业务全部出售所

致 

应收票据 20,132,102.30 45,211,411.96 -55.47% 主要系对票据进行贴现及背书所致 

预付款项 19,839,448.89 29,042,331.14 -31.69% 
主要系预付的基金管理费确认管理费所

致 

其他流动资产 26,186,088.42 41,078,720.46 -36.25% 主要系理财产品赎回所致 

在建工程 98,406,967.68 75,629,001.02 30.12% 主要系新增设备及厂房建设所致 

开发支出 5,279,182.98 760,898.75 593.81% 
主要系智能制造机器开发项目开发支出

增加所致 

长期待摊费用 15,624,339.24 11,570,008.47 35.04% 
主要系车间检修及辅助设备设施增加所

致 

其他非流动资产 73,939,814.00 28,026,914.00 163.82% 
主要系预付锂离子富集材料制备技术款

所致 

预收款项 31,804,844.64 64,981,707.91 -51.06% 主要系预收的富集材料款确认收入所致 

应交税费 6,940,963.88 4,075,295.05 70.32% 主要系增值税增加所致 

其他应付款 3,395,543.13 2,210,742.33 53.59% 
主要系预提房租、伙食费及活动费增加

所致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 32,887,714.59 13,231,665.31 148.55% 主要系新增融资租赁所致 

其他流动负债 18,690.27 6,852,888.34 -99.73% 主要系待转销项税减少所致 

资本公积 181,524,960.30 93,553,630.73 94.03% 
主要系长期股权投资标的资产股本增加

所致 

其他综合收益 5,337,703.45 3,616,210.45 47.60% 
主要系权益法下可转损益的其他综合收

益增加及外币报表折算差额增加所致 

少数股东权益 60,843,911.79 30,759,808.27 97.80% 主要系少数股东增资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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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润表项目 2019年1-9月 上年同期数 变动幅度 变动原因说明 

财务费用 18,103,438.85 4,901,443.21 269.35% 
主要系借款利息增加及融资租赁利息增

加所致 

加：其他收益 7,101,251.15 4,475,894.27 58.66% 主要系政府补助增加所致 

公允价值变动收益（损失以

“－”号填列） 
227,211.00 -111,990.88 302.88% 

主要系丰信致远私募（投资）基金持有

的金融资产公允价值变动所致 

资产减值损失（损失以“-”号

填列） 
-962,879.04 1,017,398.36 -194.64% 主要系应收款项减值准备增加所致 

资产处置收益（损失以“-”号

填列） 
-37,603.28 -13,463.48 -179.30% 

主要系本期固定资产处置损失同比增加

所致 

加：营业外收入 725,902.09 1,882,503.33 -61.44% 主要系政府补助减少所致 

减：营业外支出 179,876.68 530,655.80 -66.10% 主要系上年同期存在罚款支出所致 

减：所得税费用 112,357.05 953,254.94 -88.21% 
主要系本期利润减少计提所得税减少所

致 

现金流量表项目 2019年1-9月 上年同期数 变动幅度 变动原因说明 

收到的税费返还 20,045,079.27 29,220,376.26 -31.40% 
主要系增值税留抵退税及出口退税同比

减少所致 

处置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

他长期资产收回的现金净额 
18,980.00 513,413.66 -96.30% 主要系处置固定资产减少所致 

收到其他与投资活动有关的

现金 
68,407,704.64 172,183,535.74 -60.27% 

主要系赎回理财产品及其到期收益同比

减少所致 

购建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

他长期资产支付的现金 
67,761,831.95 105,256,293.71 -35.62% 

主要系购置机器设备及预付土地款同比

减少所致 

投资支付的现金 - 220,100,289.83 -100.00% 主要系本期投资减少所致 

吸收投资收到的现金 36,462,000.00 2,030,000.00 1696.16% 主要系本期少数股东增资所致 

收到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的

现金 
33,000,000.00 50,000,000.00 -34.00% 主要系本期收到的融资租赁款减少所致 

偿还债务支付的现金 304,917,831.23 78,630,500.56 287.79% 主要系本期偿还短期借款增加所致 

分配股利、利润或偿付利息支

付的现金 
12,520,823.51 7,073,058.98 77.02% 

主要系本期借款利息及融资租赁利息增

加所致 

支付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的

现金 
5,468,800.00 23,654,200.00 -76.88% 主要系本期票据保证金减少所致 

汇率变动对现金及现金等价

物的影响 
-1,455,092.84 475,749.07 -405.85% 主要系汇率波动影响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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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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能源业务的开展及进展 

（1）2019年7月24日，公司与玻利维亚锂业局、深圳市聚能永拓科技开发有限公司签署《战略合作方案》，确定了三方

拟在年产3万吨碳酸锂项目建设、吸附法技术推广、锂离子富集材料的推广及销售、新能源产业投资基金设立及推进合作项

目所在地的基础设施建设和升级等方面开展合作的意向，但具体的投资规模、项目实施等事宜需以各方后续商谈确定的正式

协议为准，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关于与玻利维亚锂业局签署战略合作方案的公告》（公告编号：2019-047）。 

为实现该次合作之目的，相关各方目前正积极开展相关前期调研、数据收集及方案论证工作。 

（2）2019年8月2日，青海省工业和信息化厅向公司之下属企业青海中农贤丰锂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农贤丰锂

业”）核发《工业和信息化项目备案通知书》（青工信投备案[2019]8号），准予中农贤丰锂业申请的3万吨/年碳酸锂（一期1

万吨）建设项目的备案，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关于子公司碳酸锂提取项目进展情况的公告》（公告编号：2019-057）。 

2.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的调整 

在本报告期内，公司部分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因个人原因或工作原因申请辞职，为确保公司的正常运行，公司股

东大会及职工代表大会及时选举出接任的董事、监事，且公司董事会已聘任新的高级管理人员，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关于公

司董事、监事辞职暨提名补选的公告》（公告编号：2019-053）、《关于公司董事会、监事会人员调整的公告》（公告编号：

2019-067）、《关于公司高级管理人员调整暨选举职工代表监事的公告》（公告编号：2019-069）。 

2019年10月15日，公司召开第六届监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并选举王广旭先生为监事会主席，具体内容详见公司《第六届监

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决议公告》（公告编号：2019-072）。 

经调整后，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由韩桃子女士（董事长）、卢敏先生、谢文彬先生、张江峰先生、王铁林先生组成，其中，

张江峰先生、王铁林先生为独立董事；公司第六届监事会由王广旭先生（监事会主席）、张扬羽女士、谢凤妹女士组成，其

中，张扬羽女士、谢凤妹女士为职工代表监事。公司已聘任谢文彬先生担任财务总监、聘任万荣杰先生担任副总经理、董事

会秘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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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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履行完毕及
截至报告期末尚未履行完毕的承诺事项全文 

注：公司于2017年1月24日起将证券简称由原“蓉胜超微”变更为“贤丰控股，下文中的“蓉胜超微”均指本公司。 

1、为避免可能与上市公司之间的同业竞争，广东贤丰控股有限公司承诺： 

（1）在本公司控股蓉胜超微的期间内，保证不利用自身对蓉胜超微的控股关系从事或参与从事有损蓉胜超微及其中小

股东利益的行为。 

（2）若蓉胜超微未来从事于矿产资源投资、开发等业务，本公司将以避免或减少同业竞争为基本原则，在自蓉胜超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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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事矿产资源投资、开发业务后的五年内将本公司所拥有的全部矿山勘探、采选类资产注入蓉胜超微；若部分矿山资产在五

年内仍不符合注入条件，本公司将通过将该等资产转让给无关联关系的第三方或委托蓉胜超微经营该等资产的方式处置该等

资产，以消除同业竞争。 

（3）本公司同时进一步承诺在将来向蓉胜超微注入优质矿山资产时，将会把同一类别金属的矿山一次性全部注入；若

部分矿山资产不符合注入条件，本公司将在与蓉胜超微进行相关交易完后的六个月内，通过将该金属类别的业务转让给无关

联关系的第三方或委托蓉胜超微经营该等资产的方式处置该等资产，以消除同业竞争。 

（4）若蓉胜超微向第三方收购矿山资产或通过自身勘探、投资开发进入某一有色金属领域，本公司将在蓉胜超微进行

相关交易完成后六个月内，通过向蓉胜超微出售、向无关联关系的第三方出售、委托蓉胜超微经营该金属类别资产等方式处

置该等资产，以消除同业竞争。 

（5）从本公司目前拥有的矿产资源来看，铜矿与蓉胜超微的关联度最高，属于蓉胜超微主营业务的上游产业。本公司

承诺将率先规范及完善铜矿资源，一旦符合蓉胜超微的收购条件，将在未来优先将拥有的铜矿资源全部注入蓉胜超微。自此，

本公司将不再经营任何与铜矿相关联的业务，就该类矿产品种，与蓉胜超微形成鲜明的产品边界。 

（6）若蓉胜超微拟开展铜材贸易业务及有色金属供应商金融服务（包括融资租赁业务和商业保理业务）。本公司目前

未从事或参与从事该等业务，并承诺未来亦不会从事或参与从事该等业务，以避免在铜贸易业务方面与蓉胜超微产生同业竞

争。 

（7）如本公司获得的任何商业机会与蓉胜超微主营业务有竞争或可能构成竞争，则本公司将立即通知蓉胜超微，并优

先将该商业机会给予蓉胜超微。如上述承诺被证明是不真实的或未被遵守，本公司将向蓉胜超微赔偿一切直接和间接损失。 

2、谢松锋先生、谢海滔先生作为上市公司的实际控制人，为避免本人及本人所控制企业与蓉胜超微之间

产生同业竞争，承诺如下： 

（1）在承诺人作为蓉胜超微实际控制人的期间内，保证不利用自身对蓉胜超微的实际控制关系从事或参与从事有损蓉

胜超微及其中小股东利益的行为。 

（2）若蓉胜超微未来从事于矿产资源投资、开发等业务，承诺人将以避免或减少同业竞争为基本原则，在自蓉胜超微

从事矿产资源投资、开发业务后的五年内将承诺人所拥有的全部矿山勘探、采选类资产注入蓉胜超微；若部分矿山资产在五

年内仍不符合注入条件，承诺人将通过将该等资产转让给无关联关系的第三方或委托蓉胜超微经营该等资产的方式处置该等

资产，以消除同业竞争。 

（3）承诺人同时进一步承诺在将来向蓉胜超微注入优质矿山资产时，将会把同一类别金属的矿山一次性全部注入；若

部分矿山资产不符合注入条件，承诺人将在与蓉胜超微进行相关交易完后的六个月内，通过将该金属类别的业务转让给无关

联关系的第三方或委托蓉胜超微经营该等资产的方式处置该等资产，以消除同业竞争。 

（4）若蓉胜超微向第三方收购矿山资产或通过自身勘探、投资开发进入某一有色金属领域，承诺人将在蓉胜超微进行

相关交易完成后六个月内，通过向蓉胜超微出售、向无关联关系的第三方出售、委托蓉胜超微经营该金属类别资产等方式处

置该等资产，以消除同业竞争。 

（5）从承诺人目前拥有的矿产资源来看，铜矿与蓉胜超微的关联度最高，属于蓉胜超微主营业务的上游产业。承诺人

承诺将率先规范及完善铜矿资源，一旦符合蓉胜超微的收购条件，将在未来优先将拥有的铜矿资源全部注入蓉胜超微。自此，

承诺人将不再经营任何与铜矿相关联的业务，就该类矿产品种，与蓉胜超微形成鲜明的产品边界。 

（6）若蓉胜超微拟开展铜材贸易业务及有色金属供应商金融服务（包括融资租赁业务和商业保理业务）。承诺人目前

未从事或参与从事该等业务，并承诺未来亦不会从事或参与从事该等业务，以避免在铜贸易业务方面与蓉胜超微产生同业竞

争。 

（7）如承诺人获得的任何商业机会与蓉胜超微主营业务有竞争或可能构成竞争，则承诺人将立即通知蓉胜超微，并优

先将该商业机会给予蓉胜超微。如上述承诺被证明是不真实的或未被遵守，承诺人将向蓉胜超微赔偿一切直接和间接损失。 

3、大成创新资本－招商银行－博源恒丰资产管理计划、广东贤丰控股有限公司、南方资本－宁波银行－

蓉胜超微定向增发2号专项资产管理计划承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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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次非公开发行过程中认购的蓉胜超微股票自蓉胜超微非公开发行股票上市之日起60个月内不予转让。 

五、对 2019 年度经营业绩的预计 

√ 适用 □ 不适用  

2019 年度预计的经营业绩情况：净利润为负值 

净利润为负值 

2019 年度净利润（万元） -3,098 至 -2,605 

2018 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万元） 704.02 

业绩变动的原因说明 主要系漆包线业务下降所致 

六、以公允价值计量的金融资产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人民币元 

资产类别 
初始投资

成本 

本期公允价

值变动损益 

计入权益的累

计公允价值变

动 

报告期内购入

金额 

报告期内售

出金额 

累计投资收

益 
期末金额 资金来源 

股票 
6,903,123.

48 
227,211.00 0.00 6,402,807.48 

6,824,746.4

8 
-78,377.00 0.00 自有资金 

合计 
6,903,123.

48 
227,211.00 0.00 6,402,807.48 

6,824,746.4

8 
-78,377.00 0.00 -- 

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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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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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委托理财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万元 

具体类型 委托理财的资金来源 委托理财发生额 未到期余额 逾期未收回的金额 

银行理财产品 自有资金 3,200 0 0 

合计 3,200 0 0 

单项金额重大或安全性较低、流动性较差、不保本的高风险委托理财具体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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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适用 √ 不适用  

委托理财出现预期无法收回本金或存在其他可能导致减值的情形 

□ 适用 √ 不适用  

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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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 年 07 月 30 日 实地调研 机构 

贤丰控股：2019 年 7 月 30 日投资者关

系活动记录表（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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