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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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负责人曹邦俊、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李凯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

人员)刘威声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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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计差错更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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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811,676,437.84 9,704,086,066.08 9,385,461,410.01 4.5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元） 
7,801,712,173.56 7,840,199,504.12 7,435,201,825.75 4.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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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3,562,568.83 -49.23% 1,160,288,525.20 -36.7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元） 
115,093,881.53 -64.16% 352,127,119.20 -53.2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元） 
122,227,387.78 -61.04% 311,548,181.64 -57.20%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元） 
-- -- 176,983,113.03 -21.85%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577 -64.18% 0.1869 -50.53%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577 -64.18% 0.1869 -50.53%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51% -67.44% 4.62% -57.40% 

会计政策变更的原因及会计差错更正的情况 

       公司在 2018 年年度报告编制期间发现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占用公司资金等事项，瑞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

伙）（以下简称“瑞华”）对公司 2018 年度财务报告出具了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为尽快消除年报保留意见涉及事项的影响，

公司对此进行自查以及必要的核查，实施了包括检查会计记录、重新计算相关项目金额等认为必要的程序。经过核查瑞华于  

2019 年 10 月 22 日出具了《2018 年年度财务报表更正事项的专项鉴证报告》（瑞华专函字【2019】01350013 号）。公司

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对 2018 年度财务报表及相关附注进行了追溯调整。       

 1、截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应收账款中 40,436.37 万元，其他流动资产中 79,097.23 万元，预收账款中-10,623.80

万元为本公司控股股东的资金占用款，应对 2018 年度财务报告中相关事项进行追溯调整，将其调整至其他应收款，并相应

计提坏账准备，同时于财务报表附注关联方资金拆借及关联方应收应付款项中披露该关联交易及往来。       

2、孙公司上海藏祥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藏祥”）、孙公司上海瑶博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瑶博”）部分

贸易业务收入不符合收入确认原则，不作为收入进行核算：该部分调整对 2017 年、2018 年营业收入的影响金额分别为

-13,166.38 万元、-46,849.18 万元；上述业务产生的税费、服务费等抵减取得的贸易业务相关的补助后的损失由本公司的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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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股东承担，该损失影响的金额为 28,921.02 万元；以上贸易业务考虑到商业实质等问题，调整 2018 年营业收入、资本公积、

未分配利润的金额分别为-60,015.56 万元、4,399.47 万元、-52,112.25 万元。       

3、2018 年 12 月 25 日，孙公司上海藏祥通过收回应收账款 140,000.00 万元，预付账款 40,000.00 万元等支出 180,099.00

万元购买资产管理计划，扣除被大股东资金占用的金额 40,662.77 万元后，剩余的 139,436.23 万元作为其他流动资产列示；   

根据自查的情况，公司支出 180,099.00 万元（扣除资金占用后目前的金额为 139,436.23 万元）购买的资管计划为公司为大幅

减少 2018 年年末应收账款和预付账款，通过签订不具有商业实质业务的资产管理计划，配套外围资金的多次循环流转收回

该款项，上述交易减少的应收账款和预付账款存在部分被关联方占用的情况，其金额为 119,760.00 万元（含 2018 年年报披

露的 40,662.77 万元资金占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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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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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54,612.19  

计入当期损益的对非金融企业收取的资金占用费 45,595,661.05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710,346.70  

减：所得税影响额 7,160,988.98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0.00  

合计 40,578,937.5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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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0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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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藏藏格创业投

资集团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43.08% 858,892,678 858,892,678 质押 858,892,678 

四川省永鸿实业 境内非国有法人 19.42% 387,228,181 387,228,181 质押 387,228,1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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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限公司 

肖永明 境内自然人 10.87% 216,803,365 216,803,365 质押 216,801,382 

北京联达时代投

资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2.76% 55,031,595 55,023,743 质押 55,031,595 

全国社保基金六

零四组合 
其他 1.74% 34,600,027 0   

李明 境内自然人 1.71% 33,996,752 0 质押 33,996,752 

杨平 境内自然人 0.90% 17,848,295 0 质押 17,848,295 

国通信托有限责

任公司 
国有法人 0.82% 16,307,899 0   

宁波市星通投资

管理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0.79% 15,780,000 0   

北京联达四方投

资咨询中心（有

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人 0.45% 9,004,464 9,004,464 质押 9,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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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国社保基金六零四组合 34,600,027 人民币普通股 34,600,027 

李明 33,996,752 人民币普通股 33,996,752 

杨平 17,848,295 人民币普通股 17,848,295 

国通信托有限责任公司 16,307,899 人民币普通股 16,307,899 

宁波市星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15,780,000 人民币普通股 15,780,000 

秦皇岛宏兴钢铁有限公司 7,995,500 人民币普通股 7,995,500 

陈燎 5,209,327 人民币普通股 5,209,327 

袁炳华 4,697,808 人民币普通股 4,697,808 

杜金国 4,562,200 人民币普通股 4,562,200 

广州司浦林信息产业创业投资企

业（有限合伙） 
3,578,422 人民币普通股 3,578,422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

说明 

上述股东中，西藏藏格创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四川省永鸿实业有限公司和肖永明属于

一致行动人。北京联达时代投资有限公司和北京联达四方投资咨询中心（有限合伙）存

在关联关系。公司未知除以上已知股东属于一致行动人或存在关联关系外的其他股东之

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知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属于《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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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宁波市星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通过信用担保证券账户持有本公司股票 15,130,000 股，通

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本公司股票 650,000 股，合计持有本公司股票 15,780,000 股，占流

通股 3.40%。 



藏格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第三季度报告正文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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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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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拓展公司的业务领域，进一步提升公司的综合竞争力，子公司藏格钾肥在格尔木设立格尔木藏格锂业有限公司，布局新

能源产业。公司碳酸锂项目在今年初已顺利产出合格的电池级碳酸锂产品，预计未来能增厚公司利润。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19年1月15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上发布的公告。 

2.2018年及2019年上半年，公司发生了控股股东资金占用等事项，为尽快消除此事项的影响，解决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资金

占用等问题，经公司董事会研究决定于2019年4月29日成立自查领导小组，请瑞华立即就公司与部分供应商和个人的异常资

金往来开展全面排查，就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涉嫌的资金占用规模、形成时间、占用原因、占用过程进行详细查证。目前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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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自查已完毕，公司已将董事会审议后自查结果进行披露，并对前期会计差错进行更正及追溯调整，瑞华会计师事务所出具

了《2018年财务报表更正事项的专项鉴证报告》。报告期内，控股股东及时用以资抵债的方式足额偿还资金占用款、占用费

及由于贸易原因产生的损失，该部分资产股权已完成过户。。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19年6月1日、2019年6月5日、2019年6

月18日、2019年6月25日、2019年6月29日、2019年7月5日和2019年10月24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上发布的公告。 

3、公司于报告期内完成换届选举，根据发展所需更换了部分董事及高管人员。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19年8月17日在指定信

息披露媒体上发布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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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承诺事由 承诺方 承诺类型 承诺内容 承诺时间 承诺期限 履行情况 

资产重组时所作承诺 
业绩承诺及

补偿安排 

业绩承诺及

补偿安排 

承诺藏格钾肥 2016 年、

2017 年、2018 年实现的扣

除非经营性损益的预测净

利润分别为 114，493.89 万

元、150，245.23 万元、162，

749.76 万元。若不能达到

盈利承诺，按《利润补偿协

议》的相关约定进行补偿。 

2016 年 07

月 26 日 
长期 超期未履行 

承诺是否按时履行 否 

如承诺超期未履行完毕的，

应当详细说明未完成履行

的具体原因及下一步的工

作计划 

关于股份回购尚未履行主要原因系由于主要补偿义务人持有的藏格控股股份绝大部分目前处于

质押状态。公司已经多次督促补偿义务人并与财务顾问研究以及赴深交所、青海证监局请教解

决途径，目前尚未解决该问题。目前藏格投资等补偿义务人正采取处置名下资产、与包括纾困

基金在内的多家金融机构沟通合作等措施积极筹措资金，但解除股份质押需要融资的金额相对

较大，仍需要时间。公司下一步还将继续督促补偿义务人尽快解除其持有藏格控股股份的质押，

以按承诺完成重组项目的业绩补偿。 

四、证券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证券投资。 

五、委托理财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委托理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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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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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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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1 日 电话沟通 个人 

咨询公司大股东资金占用情况；碳酸锂

项目情况；公司经营情况，未提供给书

面报告。 

2019 年 07 月 03 日 电话沟通 个人 
咨询公司贸易自查情况和大股东资金

占用情况，未提供给书面报告。 

2019 年 07 月 04 日 电话沟通 个人 
咨询公司大股东资金占用情况；股份回

购注销情况，未提供给书面报告。 

2019 年 07 月 09 日 电话沟通 个人 
咨询公司经营情况；何时发业绩预告，

未提供给书面报告。 

2019 年 07 月 12 日 电话沟通 个人 

咨询公司经营情况；股份解禁情况；碳

酸锂项目进展情况，未提供给书面报

告。 

2019 年 07 月 16 日 电话沟通 个人 

咨询公司碳酸锂项目进展情况；碳酸锂

价格下行给公司带来的影响，未提供给

书面报告。 

2019 年 07 月 22 日 电话沟通 个人 

咨询公司自查情况和监管部门调查情

况；股份回购注销情况，未提供给书面

报告。 

2019 年 07 月 26 日 电话沟通 个人 

咨询公司生产经营情况；碳酸锂项目进

展情况；部分股东股份解禁情况，未提

供给书面报告。 

2019 年 08 月 01 日 电话沟通 个人 

咨询公司自查结果和监管部门调查情

况，部分股东股份解禁情况，未提供给

书面报告。 

2019 年 08 月 06 日 电话沟通 个人 
咨询公司碳酸锂项目整体情况；巨龙公

司的情况，未提供给书面报告。 

2019 年 08 月 12 日 电话沟通 个人 

咨询公司实际控制人股份质押情况和

股份回购注销情况，未提供给书面报

告。 

2019 年 08 月 19 日 电话沟通 个人 
咨询公司部分股东股份解禁情况，未提

供给书面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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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 08 月 27 日 电话沟通 个人 
咨询公司碳酸锂项目整体情况和生产

经营情况，未提供给书面报告。 

2019 年 09 月 03 日 电话沟通 个人 
咨询公司自查情况和监管部门调查情

况，未提供给书面报告。 

2019 年 09 月 10 日 电话沟通 个人 
咨询公司碳酸锂项目进展情况和生产

经营情况，未提供给书面报告。 

2019 年 09 月 19 日 电话沟通 个人 
咨询公司生产经营情况；股份回购注销

情况，未提供给书面报告。 

2019 年 09 月 24 日 电话沟通 个人 

咨询公司氯化钾储量；碳酸锂项目整体

情况；巨龙公司项目进展情况，未提供

给书面报告。 

2019 年 09 月 25 日 电话沟通 个人 

咨询公司氯化钾储量；碳酸锂项目进展

情况；实际控制人股份质押情况；巨龙

公司项目进展情况，未提供给书面报

告。 

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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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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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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