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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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负责人李尤立、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李练森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

管人员)张金美声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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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04,855,904.44 2,194,100,379.94 0.4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元） 
1,544,169,619.23 1,540,020,532.70 0.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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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65,896,800.53 156.78% 1,328,389,642.51 71.5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元） 
-3,791,184.21 93.74% 3,597,090.45 102.5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元） 
-3,216,199.11 91.38% -5,611,648.93 95.02%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元） 
26,386,203.54 -61.82% 88,388,576.78 -56.81%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1 94.74% 0.01 102.33%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1 94.74% 0.01 102.33%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0.25% 3.34% 0.23% 8.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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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5,949.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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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200,600.00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1,260,839.15  

减：所得税影响额 1,625,071.66  

合计 9,208,739.3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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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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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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757 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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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罗平县锌电公司 国有法人 27.40% 88,597,600 0   

贵州泛华矿业集团

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18.80% 60,804,827 0 质押 60,800,000 

银华财富资本－宁

波银行－曾小伟 
其他 3.28% 10,592,445 0   

海富通基金－宁波

银行－陈亚发 
其他 3.15% 10,173,547 0   

新华基金－宁波银

行－陈忠明 
其他 3.15% 10,173,541 0   

华融晋商资产管理

股份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1.59% 5,155,444 0   

#王成华 境内自然人 0.94% 3,042,500 0   

黄景宏 境内自然人 0.76% 2,443,000 0   

UBS AG 境外法人 0.61% 1,971,100 0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

有限责任公司 
国有法人 0.55% 1,77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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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罗平县锌电公司 88,597,600 人民币普通股 88,597,600 

贵州泛华矿业集团有限公司 60,804,827 人民币普通股 60,804,827 

银华财富资本－宁波银行－曾小伟 10,592,445 人民币普通股 10,592,445 

海富通基金－宁波银行－陈亚发 10,173,547 人民币普通股 10,173,547 

新华基金－宁波银行－陈忠明 10,173,541 人民币普通股 10,173,541 

华融晋商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5,155,444 人民币普通股 5,155,4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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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成华 3,042,500 人民币普通股 3,042,500 

黄景宏 2,443,000 人民币普通股 2,443,000 

UBS AG 1,971,100 人民币普通股 1,971,100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1,770,000 人民币普通股 1,770,0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

明 
无 

前 10 名股东参与融资融券业务情况

说明（如有） 

#罗平县锌电公司通过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 32000000 股；#王成华通过客户

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 3042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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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期末合并资产负债表较期初变动幅度较大的项目列示如下： 

   单位：人民币元 

项            目 期末余额 期初余额 增减幅度 备注* 

    应收票据  23,000,000.00   638,500.00  3502.19% 1* 

    应收账款  1,393,985.66   2,680,370.51  -47.99% 2* 

    预付款项  26,108,544.14   12,304,370.00  112.19% 3* 

    其他应收款            8,147,336.64   13,144,394.43  -38.02% 4* 

    在建工程  21,908,092.24   5,466,182.80  300.79% 5* 

    应付票据  122,340,000.00   59,000,000.00  107.36% 6* 

    应付账款  166,874,508.13   246,996,369.39  -32.44% 7* 

    预收款项  18,494,244.95   7,235,989.07  155.59% 8* 

    应付职工薪酬  15,239,773.69   25,017,823.98  -39.08% 9* 

    其他应付款  12,829,026.79   9,236,470.08  38.90% 10* 

    长期应付款  112,726,006.70   55,680,000.00  102.45% 11* 

    少数股东权益  -389,177.45   7,575,623.60  -105.14% 12* 

                                                             

备注1*：期末应收票据较期初增加3502.19%，主要原因是本期收到胜凯锌业用银行承兑汇票背书转让支付锌水款所致。 

备注2*：期末应收账款较期初减少47.99%，主要原因是本期货款回收及时所致。 

备注3*：期末预付账款较期初增加112.19%，主要原因是本期因锌产品产量增加，导致购买原辅料数量增加，从而使得预付

款增加所致。 

备注4*：期末其他应收款较期初减少38.02%，主要原因是本期收到罗平县自然资源局退回矿山环境恢复治理保证金89.28万

元及按账龄分析法计提的坏账准备增加380.89万元所致。 

备注5*：期末在建工程较期初增加300.79%，主要原因是上年未完工项目本期投入资金及本期零星技改项目投资增加所致。 

备注6*：期末应付票据较期初增加107.36%，主要原因是本期因锌产品产量增加，部分原料采购款用银行承兑汇票支付所致。 

备注7*：期末应付账款较期初减少32.44%，主要原因是本期现金流逐渐好转，支付了部分期初欠款所致。 

备注8*：预收账款较期初增加155.59%，主要原因是本期采取预收货款销售方式增加所致。 

备注9*：期末应付职工薪酬较期初减少了39.08%，主要原因是本期支付上年度职工年终绩效工资所致。 

备注10*：其他应付款较期初增加38.9%，主要原因是本期因子公司天俊实业清算注销应付股东股利增加及收到投标保证金增

加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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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注11*: 长期应付款较期初增加102.45%，主要原因是本期母公司发生三年期融资租赁业务增加长期应付款5,704.60万元所

致。 

备注12*:少数股东权益较期初减少105.14%，主要原因是本期子公司天俊实业清算注销从而减少少数股东权益673.00万元及

本期子公司富利铅锌矿亏损增加从而减少少数股东权益123.48万元所致。 

2、 本期合并利润表较上年度变动幅度较大的项目列示如下：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本期发生额 上期发生额 增减幅度 备注* 

营业收入 1,328,389,642.51 774,143,383.38 71.59% 1* 

营业成本 1,212,373,723.41 687,863,657.83 76.25% 2* 

税金及附加 10,913,874.49 15,858,538.07 -31.18% 3* 

销售费用 18,084,780.13 10,848,394.16 66.70% 4* 

管理费用 70,997,089.54 126,373,391.20 -43.82% 5* 

研发费用 3,154,562.81 2,065,777.15 52.71% 6* 

财务费用 11,521,470.62 6,797,879.16 69.49% 7* 

其他收益 12,979,776.26 466,300.00 2683.57% 8* 

投资收益 -482,322.32 4,544,734.70 -110.61% 9* 

公允价值变动收益  -296,177.39 100.00% 10* 

资产减值损失 -3,819,797.59 -25,575,177.91 85.06% 11* 

营业利润 10,021,797.86 -96,631,533.77 110.37% 12* 

营业外收入 184,595.58 651,773.46 -71.68% 13* 

营业外支出 1,551,484.54 34,155,305.60 -95.46% 14* 

利润总额 8,654,908.90 -130,135,065.91 106.65% 15* 

所得税费用 6,292,595.58 10,762,257.60 -41.53% 16* 

净利润 2,362,313.32 -140,897,323.51 101.68% 17*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3,597,090.45 -140,626,439.16 102.56% 18* 

少数股东损益 -1,234,777.13 -270,884.35 -355.83% 19*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1 -0.43 102.59% 20*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1 -0.43 102.59% 21* 

 

备注1*：本期营业收入较上年同期增加71.59%，主要原因是本期锌产品销售数量较上年同期增加所致。 

备注2*：本期营业成本较上年同期增加76.25%，主要原因是本期锌产品销售数量较上年同期增加所致。 

备注3*：本期营业税金及附加较上年同期减少31.18%，主要原因是2019年国家“减税降费”政策及公司原辅料采购增值税留

抵税额增加，加上富乐矿山采矿量减少，导致本期增值税和资源税均同比减少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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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注4*：本期销售费用较上年同期增加66.7%，主要原因是本期锌锭销售量较上年同期增加所致。 

备注5*：本期管理费用比上年同期减少43.82%，主要原因是上年同期公司因环保隐患而发生含铅废渣处置费3,000.00多万元

和停产期间停工损失2,000.00多万元，本期未发生含铅废渣处置费，且停工损失发生较小所致。 

备注6*：本期研发费用较上年同期增加52.71%，主要原因是本期人工工资、药剂、分析、检验试验费、折旧费及其他费用增

加所致。 

备注7*：本期财务费用较上年同期增加69.49%，主要原因是本期利息支出增加及上年同期进口信用证押汇到期产生汇兑收益

冲减了财务费用所致。 

备注8*：其他收益较上年同期增加2,683.57%，主要原因是本期收到含铅废渣无害处理补助及进出口奖励、<铝基、铅基新产

品关键技术研究与开发>技术研发费补助共计1,220.06万元，上年同期无类似补助所致。 

备注9*：本期投资收益较上年同期减少110.61%，主要原因是本期按权益法核算的参股公司实现盈利减少所致。 

备注10*：本期公允价值变动收益较上年同期增加100%，主要原因是上年部分锌锭销售采用远期点价销售模式而本期未发生

所致。 

备注11*：本期资产减值损失较上年同期增加85.06%，主要原因是上年同期期末锌价下跌，库存产品及原料计提了大额存货

跌价准备，本期末因库存产品及原材料存货可变现净值均大于账面价值无需计提存货跌价准备所致。 

备注12*、15*、17*、18*、20*、21*：本期营业利润、利润总额、净利润、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基本每股收益、

稀释每股收益分别较上年同期分别增加110.37%、106.65%、101.68%、102.56%、102.59%、102.59%，主要原因是上年同期亏

损较大，亏损具体原因如下：（1）期末由于期末锌锭价格下跌计提了存货跌价准备约2,800.00万元；（2）根据环境隐患整

改要求，公司渣库含铅废渣必须按期清理处置完毕，公司以支付费用的方式进行外运处置，导致发生3,000.00多万元处置费；

（3）因锌冶炼停产整改，导致综合利用厂废渣回收的锌氧粉和亚硫酸锌不断增加，由于仓库库容有限等原因，必须外销方

能保证工艺正常运行，导致亏损增加3,000.00多万元；(4)公司提质整改清理报废了部分固定资产，导致非流动资产毁损报

废损失增加3,000.00多万元，（5）环境隐患整改停产期间发生停工损失约2,000.00多万元。 

备注13*：本期营业外收入较上年同期减少71.68%，主要原因是上年同期收到与资产相关的政府补助到期摊销计入了营业外

收入，本期则根据相关准则调整记入“其他收益”所致。 

备注14*：本期营业外支出较上年同期减少95.46%，主要原因是上年同期公司提质整改清理报废了部分固定资产，导致非流

动资产毁损报废损失增加3,000.00多万元。 

备注16*：本期所得税费用较上年同期减少41.53%，主要原因是本期盈利减少，应交所得税减少所致。 

备注19*：本期少数股东损益较上年同期减少355.83%，主要原因是公司下属子公司-富利铅锌矿亏损增加所致。 

3、 本期合并现金流量表项目较上年同期大幅度变动原因 

单位：人民币元 

项            目 本期发生额 上期发生额 变动幅度 备注* 

销售商品、提供劳务收到的现金 1,527,566,375.35 954,562,461.51 60.03% 1* 

经营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1,541,903,094.17 969,818,603.85 58.99% 2* 

购买商品、接受劳务支付的现金 1,270,877,893.81 544,552,933.05 133.38% 3* 

支付的各项税费 32,395,579.43 73,277,041.55 -55.79% 4* 

支付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16,999,767.70 25,156,948.21 -32.43% 5* 

经营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1,453,514,517.39 765,166,954.14 89.96% 6*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88,388,576.78 204,651,649.71 -56.81% 7* 

处置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收回 132,069.03 3,357,746.92 -96.07% 8* 



云南罗平锌电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第三季度报告正文 

9 

的现金净额 

处置子公司及其他营业单位收到的现金净额 - 700,000.00 -100.00% 9* 

收到其他与投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15,599,619.58 -100.00% 10* 

投资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132,069.03 19,657,366.50 -99.33% 11* 

投资支付的现金  500,000.00 -100.00% 12*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67,470,238.56 -44,921,082.85 -50.20% 13* 

取得借款所收到的现金 90,000,000.00 157,802,500.00 -42.97% 14* 

收到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31,700,000.00 14,093,997.00 124.92% 15* 

偿还债务所支付的现金 80,000,000.00 335,420,683.46 -76.15% 16* 

支付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70,144,149.96 9,000,000.00 679.38% 17* 

筹资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159,686,874.57 353,491,635.31 -54.83% 18*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37,986,874.57 -181,595,138.31 79.08% 19* 

                                                                           

备注1*： 销售商品、提供劳务收到的现金较上年同期增加60.03%，主要原因是本期锌产品产量增加从而导致销售收入增加，

且货款回收及时所致。 

备注2*：本期经营活动现金流入小计较上年同期增加58.99%，主要原因是本期锌产品产量增加从而导致销售收入增加，且货

款回收及时所致。 

备注3*：购买商品、接受劳务支付的现金较上年同期增加133.38%，主要原因是本期由于锌产品产量增加，导致采购原、辅

料支付购货款增加所致。 

备注4*：本期支付的各项税费较上年同期减少55.79%，主要原因是2019年国家“减税降费”政策及公司原辅料采购增值税留

抵税额增加，加上富乐矿山采矿量减少，导致本期增值税和资源税均同比减少所致。 

备注5*：本期支付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较上年同期减少32.43%，主要原因是本期支付职工借款、技术服务费等比上年

同期减少所致。 

备注6*：本期经营活动现金流出小计较上年同期增加89.96%，主要原因是本期由于锌产品产量增加，导致采购原、辅料支付

购货款增加所致。 

备注7*：本期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较上年同期减少56.81%，主要原因是本期公司锭产品产量增加，导致销售商品、

提供劳务收到的现金较上年同期增加60.03%，而本期原辅料采购数量较上年同期大幅度增加，加上储备合理的库存原辅料，

致使购买商品、接受劳务支付的现金较上年同期增加133.38%所致。 

备注8*：本期处置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收回的现金净额较上年同期减少96.07%，主要原因是上年同期环境隐

患提质整改期间处置清理了部分固定资产发生残值收入增加，而本期处置固定资产发生残值收入减少所致。 

备注9*：处置子公司及其他营业单位收到的现金净额较上年同期减少100%，主要原因是上年同期转让参股公司-宏盛驰远股

权取得转让收入所致。 

备注10*：本期收到其他与投资活动有关的现金较上年同期减少100%，主要原因是上年同期收到贵州泛华补偿款，本期无此

项收入所致。 

备注11*：本期投资活动现金流入小计较上年同期减少99.33%，主要原因是上年同期收到贵州泛华补偿款和参股公司-老渡口

发电有限责任公司减资按持股比例退回投资款所致。 

备注12*：本期投资支付的现金较上年同期减少100%，主要原因是上年同期支付胜凯锌业投资款而本期未发生所致。 

备注13*：本期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较上年同期减少50.2%，主要原因是本期处置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

产收回的现金净额及收到其他与投资活动有关的现金均比上年同期减少所致。 

备注14*：本期取得借款所收到的现金较上年同期减少42.97%，主要原因是本期因银行授信到期影响，导致银行借款减少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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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 

备注15*：本期收到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的现金较上年同期增加124.92%，主要原因是年初融资质押保证金本期到期置换所致。 

备注16*：本期偿还债务所支付的现金较上年同期减少76.15%，主要原因是本期期初银行短期借款较上年年初大幅度减少，

致使本期到期借款减少所致。 

备注17*： 本期支付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的现金较上年同期增加679.38%，主要原因是本期支付融资质押保证金资金增加所

致。 

备注18*：本期筹资活动现金流出小计较上年同期减少54.83%，主要原因是本期偿还债务支付的现金比上年同期减少所致。 

备注19*：本期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较上年同期增加79.08%，主要原因是本期取得借款收到的现金及收到其他与筹

资活动有关的现金较上年同期减少42.97%，而偿还债务支付的现金及支付利息支付的现金较上年同期减少76.15%，致使本期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较上年同期增加79.0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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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1月14日，公司收到曲靖市中级人民法院应诉通知书（2019）云03民初7号。曲靖市中级人民法院已受理中国

生物多样性保护与绿色发展基金会与公司环境污染责任纠纷公益诉讼一案，并已于2019年1月2日立案。2019年2月28日，公

司收到曲靖市中级人民法院通知书，在该案法院公告期内，北京市丰台区源头爱好者环境研究所向该院申请作为共同原告参

加诉讼，曲靖市中级人民法院依法准许北京市丰台区源头爱好者环境研究所作为本案共同原告参加诉讼。详见公司在指定媒

体《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披露的《关于诉讼结果的公告》

公告编号：2019-096）。目前，该案件尚未开庭审理。 

    2、报告期内，公司相继收到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应诉通知书和举证通知书（[2018]云01民初2550-2578号、2893-2902号、

2910号、2912-2945号、2947-2963号、3260-3303号、[2019]云01民初298-320号）。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已受理投资人与公司

证券虚假陈述责任纠纷共158起案件。公司在指定媒体《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上披露的《关于诉讼事项的公告》。（公告编号：2019-018）。目前部分案件已开庭审理，但未收到

法院的判决结果。 

    3、2019年5月8日，公司对外披露了《关于拟收购股权的公告》。在披露拟收购股权事项后，2019年5月13日公司收到深

圳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深交所”）中小板公司管理部下发的《关于对云南罗平锌电股份有限公司的问询函》（中小板问询

函【2019】第202号），其要求公司就本次拟收购股权的相关问题做出书面说明，并于2019年5月17日前将有关说明材料报送

中小板公司管理部并对外披露，同时抄报云南证监局上市公司监管处。因此次股权收购的部分事项需进一步完善与补充，且

部分内容需请评估机构发表专业意见，经向深交所申请后，公司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发布了《关于延期回复深圳证券交易所

问询函的公告》（公告编号：2019-078）。2019年5月22日，公司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发布了《关于再次延期回复深圳证券

交易所问询函的公告》（公告编号：2019-080），延期原因与前述相同。报告期内，公司收到中共罗平县纪委办公室转发的

中共云南省纪委办公厅关于《关注罗平锌电收购相关公司事宜的函》（云纪办【2019】346号），中共云南省纪委办公厅关

注公司拟收购股权事项。按照罗平县纪委的要求，公司对该事项进行了自查，并向罗平县纪委提交了此次股权收购事项的收

购过程说明和进展情况。收购股权事项工作开展期间，由于存在对问询函的延期回复，公司多次向深交所和云南证监局汇报

收购进展情况，现鉴于中共云南省纪委办公厅的关注，公司将待省纪委指示后方开展后续相关工作。详见公司在指定信息披

露媒体《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的《关

于拟收购股权事项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19-102）。截止目前，此次收购行为公司尚未签订《股权转让协议》，也未

支付任何收购款项。 

重要事项概述 披露日期 临时报告披露网站查询索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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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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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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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公允价值计量的金融资产 

□ 适用 √ 不适用  

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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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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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委托理财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委托理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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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7 月 30 日 电话沟通 个人 询问公司生产经营情况 

2019 年 08 月 14 日 电话沟通 个人 询问公司股票价格 

2019 年 09 月 12 日 电话沟通 个人 询问公司生产经营情况 

2019 年 09 月 17 日 电话沟通 个人 询问公司生产经营情况 

2019 年 09 月 23 日 电话沟通 个人 询问公司股票价格 

 

 

云南罗平锌电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9 年 10月 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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