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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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下列董事外，其他董事亲自出席了审议本次季报的董事会会议 

未亲自出席董事姓名 未亲自出席董事职务 未亲自出席会议原因 被委托人姓名 

李水荣 董事 工作原因 李彩娥 

公司负责人罗云、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田英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

员)肖朝钢声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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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元） 4,738,579,444.71 2,972,732,053.34 59.4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46,586,348.53 49,788,957.71 -6.4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的净利润（元） 
37,643,578.18 28,530,999.53 31.94%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116,481,962.79 116,354,150.56 0.11%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6 0.07 -14.29%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6 0.07 -14.29%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0.23% 0.30% -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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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099,946,343.07 13,980,383,470.34 0.8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5,020,194,675.68 4,974,266,829.33 0.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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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717.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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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603,089.51  

与公司正常经营业务无关的或有事项产生的损益 -54,3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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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57,934.70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5,102,085.03  

减：所得税影响额 2,544,200.43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117,516.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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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计 8,942,770.3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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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通股股东总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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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6,2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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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宜宾市国有资产经营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16.88% 131,847,574 0   

浙江荣盛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9.58% 74,804,754 0   

中国东方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

司 
国有法人 5.93% 46,317,541    

四川全明劲力旅游开发有限公

司 
国有法人 4.86% 37,974,683 37,974,683   

宜宾市南溪区兴南资源开发有

限公司 
国有法人 4.05% 31,645,569 31,645,569   

肖云茂 境内自然人 2.09% 16,340,790 9,493,670   

朱春梅 境内自然人 2.03% 15,822,784 15,822,784   

伍仲乾 境内自然人 1.37% 10,716,729 7,911,392   

江海证券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1.22% 9,559,565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

司 
国有法人 1.09% 8,493,9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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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宜宾市国有资产经营有限公司 131,847,574 人民币普通股 131,847,574 

浙江荣盛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74,804,754 人民币普通股 74,804,7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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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东方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46,317,541 人民币普通股 46,317,541 

江海证券有限公司 9,559,565 人民币普通股 9,559,565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8,493,900 人民币普通股 8,493,900 

肖云茂 6,847,120 人民币普通股 6,847,120 

范小平 3,894,880 人民币普通股 3,894,880 

伍仲乾 2,805,400 人民币普通股 2,805,400 

成都云知道贸易有限公司 2,803,700 人民币普通股 2,803,700 

#聂根红 2,780,000 人民币普通股 2,780,0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

说明 

上述股东中，发行前的股东之间无关联关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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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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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适用 □ 不适用  

1、资产负债表 

项目 期末余额 期初余额 变动额 变动率 变动原因 

交易性金融资产 16,560,216.08 6,578,646.72 9,981,569.36 151.73% 主要系期货交易期末持有变动所致。 

   应收账款 356,952,984.36 165,960,460.01 190,992,524.35 115.08% 主要系集团主要客户授信所致。 

  其他应收款 441,130,315.77 332,138,920.43 108,991,395.34 32.82% 主要系支出融资保证金等所致。 

 长期待摊费用 52,349,540.48 38,702,267.66 13,647,272.82 35.26% 主要系当期转入待摊销费用增加所致。 

  应交税费 52,569,256.44 120,904,770.57 -68,335,514.13 -56.52% 主要系当期支付税金所致。 

应付职工薪酬 3,486,504.98 6,232,624.41 -2,746,119.43  -44.06% 主要系当期支付薪酬所致。 

   应付利息 17,024,225.56 10,755,313.33 6,268,912.23 58.29% 主要系计提当期应付利息所致。 

   应付股利   271,600.00 -271,600.00 -100.00% 主要系当期支付股利所致。 

一年内到期的非

流动负债 

375,643,146.60 594,489,566.35 -218,846,419.75 -36.81% 主要系支付一年内到期负债所致。 

  长期借款 592,257,770.40 428,257,770.40 164,000,000.00 38.29% 主要系新增借款所致。 

  长期应付款 308,399,278.70 461,226,384.04 -152,827,105.34 -33.13% 主要系当期一年内到期增加所致。 

2、利润表 

项目 本期发生额 上期发生额 变动额 变动率 变动原因 

营业总收入 4,738,579,444.71 2,972,732,053.34 1,765,847,391.37 59.40% 主要系公司商贸业务增加所致。 

营业收入 4,738,579,444.71 2,972,732,053.34 1,765,847,391.37 59.40% 主要系公司商贸业务增加所致。 

营业总成本 4,705,197,593.19 2,944,592,460.34 1,760,605,132.85 59.79% 主要系公司商贸业务增加所致。 

营业成本 4,403,394,504.03 2,658,137,842.94 1,745,256,661.09 65.66% 主要系公司商贸业务增加所致。 

利息收入 9,873,434.91 2,056,009.84 7,817,425.07 380.22% 主要系收到保证金存款利息所

致。 

其他收益 17,587,294.51 31,892,699.61 -14,305,405.10 -44.85% 主要系当期收到政府补助款项较

去年同期减少所致。 

投资收益 -1,767,902.99 -4,084,006.30 2,316,103.31 -56.71% 主要系当期长期股权投资确认收

益亏损较去年减少所致。 

营业外收入 2,279,778.93 4,331,426.16 -2,051,647.23 -47.37% 主要系当期收到其他营业外收入

款项减少所致。 

所得税费用 7,857,399.00 11,874,712.91 -4,017,313.91 -33.83% 主要系处理前期递延所得税费用

所致。 

3、现金流量表 

项目 本期发生额 上期发生额 变动额 变动率 变动原因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16,481,962.79 116,354,150.56 127,812.23 0.11% 经营活动变化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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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82,549,883.12 -66,685,820.80 -115,864,062.32 173.75% 主要系当期投资增

加所致。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53,476,419.27 414,869,083.79 -468,345,503.06 -112.89% 主要系当期偿还融

资款项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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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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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 2019 年 1-6 月经营业绩的预计 

□ 适用 √ 不适用  

五、以公允价值计量的金融资产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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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期货 
6,578,646.

72 
509,336.00 509,336.00 18,960,029.48 

9,487,796.1

2 
-857,934.70 

16,560,216.

08 
自有资金 

合计 
6,578,646.

72 
509,336.00 509,336.00 18,960,029.48 

9,487,796.1

2 
-857,934.70 

16,560,216.

0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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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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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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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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1 月 16 日 电话沟通 个人 了解公司生产经营情况 

2019 年 03 月 04 日 电话沟通 个人 了解公司钛白粉项目进展情况 

2019 年 03 月 19 日 电话沟通 个人 查询公司股东人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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