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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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负责人牟嘉云、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范明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文其春声明：保证季度报告中财务报表
的真实、准确、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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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总资产（元）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减

10,121,232,650.67

9,300,244,471.42

8.83%

3,068,934,732.36

3,067,897,543.97

0.03%

本报告期
营业收入（元）

上年度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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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20,974,840.59

15.62%

5,931,374,457.37

5.00%

50,058,455.61

382.49%

140,871,334.06

68.23%

14,585,249.63

174.67%

83,935,532.43

33.62%

438,703,451.28

-32.95%

499,412,376.88

-27.68%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50

382.49%

0.140

68.23%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50

382.49%

0.140

68.23%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63%

上升 1.30 个百分点

4.57%

上升 1.88 个百分点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
性损益的净利润（元）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单位：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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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年初至报告期期末金额

说明
主要系报告期对子公司成都涌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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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936,937.02 嘉益贸易有限公司土地处置产生
收益计入资产处置收益所致。
系报告期内收到与收益相关的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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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5,177,186.24 府补助、以前年度收到与资产相关

一标准定额或定量享受的政府补助除外）

的政府补助在本期摊销。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511,560.39

减：所得税影响额

8,552,286.89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137,595.13

合计

56,935,801.6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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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37,938

0

股东总数（如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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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宋睿

境内自然人

38.94%

393,282,949

294,962,212

质押

288,499,886

牟嘉云

境内自然人

12.20%

123,212,000

92,409,000

质押

119,200,000

境内非国有法人

4.95%

50,000,000

0

质押

50,000,000

其他

3.82%

38,600,900

0

其他

1.98%

20,000,000

0

全国社保基金一零四组合

其他

1.64%

16,588,901

0

全国社保基金四零一组合

其他

1.58%

16,000,079

0

深圳市平安创新资本投资
有限公司
全国社保基金六零四组合
光大永明资产－邮储银行
－昆仑健康保险股份有限
公司

2

成都云图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第三季度报告正文

全国社保基金五零一组合

其他

1.49%

15,020,000

0

其他

1.24%

12,491,429

0

境内自然人

0.84%

8,441,000

0

华泰证券资管－浦发银行
－华泰家园 8 号集合资产
管理计划
覃琥玲

前 10 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股份种类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股份数量
股份种类

数量

宋睿

98,320,737 人民币普通股

98,320,737

深圳市平安创新资本投资有限公司

50,0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50,000,000

全国社保基金六零四组合

38,600,900 人民币普通股

38,600,900

牟嘉云

30,803,000 人民币普通股

30,803,000

光大永明资产—邮储银行—昆仑健康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20,0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20,000,000

全国社保基金一零四组合

16,588,901 人民币普通股

16,588,901

全国社保基金四零一组合

16,000,079 人民币普通股

16,000,079

全国社保基金五零一组合

15,020,000 人民币普通股

15,020,000

12,491,429 人民币普通股

12,491,429

8,441,000 人民币普通股

8,441,000

华泰证券资管—浦发银行—华泰家园 8 号集合资产管理
计划
覃琥玲

上述股东中，牟嘉云与宋睿为母子关系，牟嘉云为宋睿的一致行动
人。华泰证券资管－浦发银行－华泰家园 8 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为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公司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的资管产品。对于其他股东，公司未知他
们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知他们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
未知其是否属于《上市公司股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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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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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合并资产负债表项目发生重大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单位：元
资产负债表项目
货币资金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期末余额

期初余额

变动幅度

1,768,264,674.92

1,319,563,332.28

34.00%

161,370,235.00

16,620,235.00

870.93%

变动原因
主要系本报告期其他货币资金增加所致。
主要系报告期增加两笔委托理财所致。
主要系报告期嘉施利（荆州）化肥有限公司

在建工程

745,843,737.82

419,142,771.23

77.95%

30 万吨硫酸项目、嘉施利（宜城）化肥有限
公司 30 万吨硫酸项目投入增加所致。

其他非流动资产

313,073,821.31

202,996,435.01

54.23%

应付票据及应付账款

933,750,372.35

1,354,386,567.68

-31.06%

预收款项

856,650,119.71

576,406,034.29

48.62%

应交税费

17,116,080.21

48,125,834.02

-64.43%

主要系报告期支付前期应交税费所致。

15,600,000.00

34,405,608.08

-54.66%

主要系报告期支付到期借款所致。

15,935,990.11

31,362,430.03

-49.19%

398,984,119.47

299,752,358.49

33.10%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
负债
长期借款
其他流动负债

主要系本报告期投资类预付款增加所致。
主要系报告期应付票据到期偿付所致。
主要系本报告期收客户预收款增加所致。

主要系报告期一年内到期长期借款划分为一
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所致。
主要系报告期短期融资债券增加所致。

2、合并利润表项目发生重大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单位：元
利润表项目

本期数

上年同期数

财务费用

193,589,974.76

145,250,156.01

其他收益

45,346,876.49

投资收益

36,762,474.88

资产处置收益

27,715,110.02

资产减值损失

6,296,748.43

变动幅度
33.28%
不适用

变动原因
主要系报告期利息支出增加所致。
主要系报告期政府补贴计入其他收益，而上年同期计
入营业外收入所致。
主要系报告期出售子公司成都涌达嘉益贸易有限公司

45,205.55

81222.92%

不适用

股权所致。
主要系报告期处置子公司成都涌达嘉益贸易有限公司
土地产生收益计入资产处置收益所致。
主要系报告期公司所持易所试股票发生减值金额同比

30,601,297.71

-79.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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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系报告期投资收益较上年同期增加，政府补贴和
营业利润

190,547,677.85

105,025,855.62

81.43%

资产处置收益计入营业利润，而上年同期计入营业外
收入所致。
主要系报告期政府补贴计入其他收益，而上年同期计

营业外收入

2,843,720.57

45,548,243.24

-93.76%

营业外支出

10,280,023.43

18,686,746.05

-44.99%

入营业外收入所致。
主要系上年同期为响应国家环保政策，公司主动处置
报废了一批小锅炉及配套设施，而报告期无此因素。

3、合并现金流量表项目发生重大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单位：元
现金流量表项目

本期数

上年同期数

变动幅度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83,509,039.26

-56,257,405.24

-403.95%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13,482,590.09

-402,810,604.04

47.00%

变动原因
主要系报告期购建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
其他长期资产支付的现金增加所致。
主要系报告期融资收到的现金增加所致。

二、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1、2018年6月26日，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对外转让成都涌达嘉益贸易有限公司100%
股权的议案》，同意公司将所持全资子公司成都涌达嘉益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涌达嘉益公司”）100%股权转让给成都
市朗瑞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成都朗瑞投资”）。公司以位于成都市新都镇团结村的办公及其他用途土地及房产作价出资
设立了涌达嘉益公司，根据成都市新都区发展规划，涌达嘉益公司拥有的土地规划调整为住宅用地，鉴于公司当前主营复合
肥、调味品业务，不准备从事房地产开发业务，公司拟通过转让涌达嘉益公司100%股权，盘活存量资产，变现资金用于公
司生产经营活动。本次转让根据具有从事证券、期货相关业务资格的中联资产评估集团有限公司出具的《成都涌达嘉益贸易
有限公司全部股权价值项目估值报告书》（中联评估字〔2018〕第1088号）确认的涌达嘉益公司净资产估值7,556.95万元为
依据，经交易双方协商一致，确定100%的股权转让价格为7,556.95万元人民币（以下简称“本次转让”），所得款项将用于补
充流动资金。本次转让预计将为上市公司贡献净利润5,175万元，对公司本期和未来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具有积极影响。本
次转让完成后，公司将不再持有涌达嘉益公司股权，涌达嘉益公司也不再纳入公司合并报表范围。
2018年7月12日，公司召开2018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上述事项。
2018年7月19日，涌达嘉益公司股权转让的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办理完毕。
2、2018年7月24日，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2018年半年度利润分配预案》，根据2018
年半年度财务报告（未经审计），公司2018年1-6月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90,812,878.45元，母公司实现净利润
242,724,512.07元，提取法定公积金24,272,451.21元，加上以前年度未分配的利润72,888,861.85元，截至2018年6月30日止累
计可供股东分配的利润291,340,922.71元。
鉴于公司目前稳健的经营情况，综合考虑资产规模、盈余情况及未来发展资金需求，为回报全体股东并使全体股东分享
公司成长的经营成果，公司拟定的向董事会提交的2018年半年度利润分配预案为：以公司总股本1,010,100,000股为基数，向
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股利0.60元（含税），合计派发现金股利60,606,000.00元，剩余未分配利润230,734,922.71元结转下
一报告期。2018年半年度不送红股，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2018年8月10日，公司召开2018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
过了上述议案。
2018年9月14日，公司实施了2018年半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3、2018年8月22日，公司披露了《非公开发行股份解除限售并上市流通的提示性公告》。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
监许可[2015]1658 号文核准，公司（原名“成都市新都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向特定对象非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 股）
7,300万股，每股面值1元，每股发行价格为15.30元。发行对象为公司实际控制人宋睿及深圳市平安创新资本投资有限公司（以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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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简称“平安创新”）、招商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招商基金”）、博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博时基金”）、
光大永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光大永明”）。宋睿先生、平安创新、招商基金、博时基金、光大永明分别认购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2,200万股、2,000万股、1,300万股、1,000万股、800万股。本次非公开发行的股票于2015年8月24日在深
圳证券交易所上市，限售期为自新股上市首日起后36个月（即2015年8月24日至2018年8月23日）。发行完成后，公司总股本
由33,104万股增加至40,404万股。2015年9月21日，公司实施了2015年半年度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方案，以截至2015年8月24
日的公司总股本404,040,000股为基数，进行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向全体股东每10股转增15股；本次分配不送红股、不进行
现金分红。本次权益分派完成后，公司总股本由40,404万股增加至101,010万股，前述5名发行对象持股数量亦由7,300万股增
加至18,250万股。其中宋睿先生、平安创新、招商基金、博时基金、光大永明持有数量分别由2,200万股、2,000万股、1,300
万股、1,000万股、800万股增加至5,500万股、5,000万股、3,250万股、2,500万股、2,000万股，占公司总股本比例分别为5.45%、
4.95%、3.22%、2.48%、1.98%。
2018年8月24日，上述18,250万股非公开发行股份已全部解除限售，实际可上市流通股份数量为12,750万股。由于宋睿先
生现任公司副董事长、总裁，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所持本公司股份及其变动管理业务
指引》，在其任职期间，每年可转让的公司股份不超过其持有公司股份总数的25%，因此本次限售股解禁后，宋睿先生持有
的5,500万股首发后限售股将划分为高管锁定股继续锁定，公司无限售条件流通股增加12,750万股，有限售条件流通股中高管
锁定股增加5,500万股，首发后限售股减少18,250万股。
4、2018年9月21日，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全资子公司应城化工公司对其控股子公
司王者互娱增资的议案》、《关于对控股子公司成都土博士化工有限公司增资的议案》、《关于对全资子公司成都云图锐展
科技有限公司减资的议案》。详细内容如下：
（1）成都王者互娱网络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王者互娱”）系公司全资子公司应城市新都化工有限责任公司（以下
简称“应城化工公司”）的控股子公司。王者互娱作为公司旗下云图电竞的运营主体，致力打造全国最大的直营连锁“云图电
竞馆”，但随着电竞馆建设规模的扩大和建设速度的加快，王者互娱的投入不断增加，其现有注册资金规模已不能满足业务
发展实际和未来资金需求，为进一步增强王者互娱的资金实力，支持其拓展电竞网咖业务，应城化工公司拟以自有（自筹）
货币资金1.30亿元人民币对王者互娱进行增资，全部用于增加其注册资本。经友好协商，王者互娱另一参股股东成都铂雷互
动网络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铂雷科技”）放弃对其同比例增资。本次增资完成后，王者互娱的注册资本将由2,000万元
增至1.50亿元，应城化工公司对其持股比例由70%变为96%，铂雷科技对其持股比例由30%变为4%。
截至本报告披露日，公司正在积极推进王者互娱增资事宜的工商登记手续。
（2）成都土博士化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成都土博士”）系公司的控股子公司，公司持有其80%股权，广州市方原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广州方原”）持有其20%股权。为增强成都土博士的资金实力，提高市场拓展能力和竞争力，公司拟与广
州方原签署《成都土博士化工有限公司增资协议书》，双方以自有货币资金共同对成都土博士进行增资，使其注册资本由1,000
万元增加至2,000万元，新增的1,000万元资本金将全部用于增加注册资本。经友好协商，双方按股权比例认缴新增的资本金，
即公司认缴成都土博士注册资本800万元，广州方原认缴成都土博士注册资本200万元。增资完成后，成都土博士的注册资本
变为2,000万元，公司持股比例保持80%不变，广州方原持股比例保持20%不变。
2018年10月11日，成都土博士上述增资事宜的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办理完毕。
（3）鉴于公司全资子公司成都云图锐展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云图锐展公司”）现有注册资金规模已超过其实际发
展需要，为进一步优化资源配置，提高资金使用效率，公司拟对云图锐展公司进行减资，将其注册资本由2,000万元减少至
200万元。减资完成后，公司仍持有云图锐展公司100%的股权。
截至本报告披露日，公司正在积极推进云图锐展公司减资事宜的工商登记手续。
重要事项概述

披露日期

云图控股：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决议公告

临时报告披露网站查询索引
巨潮资讯网

云图控股：关于对外转让成都涌达嘉益贸易有限公司 100%股

2018 年 06 月 27 日
巨潮资讯网

权的公告
云图控股：2018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2018 年 07 月 13 日

巨潮资讯网

云图控股：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决议公告

2018 年 07 月 26 日

巨潮资讯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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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图控股：2018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2018 年 08 月 11 日

巨潮资讯网

云图控股：非公开发行股份解除限售并上市流通的提示性公告

2018 年 08 月 22 日

巨潮资讯网

云图控股：2018 年半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2018 年 09 月 08 日

巨潮资讯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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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正值且不属于扭亏为盈的情形
2018 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变动幅度
2018 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变动区间（万元）

60.00%

至

90.00%

16,702.67

至

19,834.42

2017 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万元）

10,439.17
1、联碱产品价格上涨导致公司经营业绩增长；2、对外转让成
都涌达嘉益贸易有限公司 100%股权产生投资收益导致公司利

业绩变动的原因说明

润增加。

五、以公允价值计量的金融资产
单位：元

资产类别

股票
合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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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期内购 报告期内 累计投资收
入金额

值变动

售出金额

益

期末金额

资金来源

22,000,000.00

-150,000.00

0.00

0.00

0.00

0.00

360,000.00

自有资金

22,000,000.00

-150,000.00

0.00

0.00

0.00

0.00

360,000.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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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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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委托理财
单位：万元
具体类型

委托理财的资金来源

其他类

自有闲置资金

委托理财发生额

合计

未到期余额

逾期未收回的金额

14,550.00

14,550.00

0.00

14,550.00

14,550.00

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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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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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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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 年 05 月 25 日

实地调研

机构

调研的基本情况索引
2018 年 5 月 25 日刊登于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上的《云图控股：2018 年 5 月 25 日投资者关系活动记录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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