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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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

减 

总资产（元） 14,868,623,114.01 13,772,753,696.97 7.9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4,980,555,627.71 4,966,155,136.14 0.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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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108,208,099.23 -6.55% 15,795,553,197.27 -17.3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58,473,811.27 1,014.31% 15,343,826.21 -80.5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

性损益的净利润（元） 
43,159,756.64 879.26% -4,031,940.37 -105.56%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215,625,852.17 1.51% 453,285,184.51 -8.11%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749 1,013.41% 0.0196 -80.56%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749 1,013.41% 0.0196 -80.56%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18% 1,007.69% 0.31% -78.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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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685,56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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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068,210.34  

债务重组损益 -1,364,884.48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4,173,436.25  

减：所得税影响额 4,932,017.30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3,907,665.82  

合计 19,375,766.5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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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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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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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3,8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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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4,794,754 0   

中国东方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

司 
国有法人 5.93% 46,317,541 0   

四川全明劲力旅游开发有限公

司 
国有法人 4.51% 35,212,883 0   

宜宾市南溪区兴南资源开发有

限公司 
国有法人 3.97% 31,012,969 0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

司 
国有法人 1.09% 8,493,900 0   

朱春梅 境内自然人 1.01% 7,887,184 0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万家科创主题 3 年封闭运作灵

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0.68% 5,293,808 0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万家科创板 2 年定期开放混合

型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0.61% 4,733,600 0   

朱婉依 境内自然人 0.58% 4,555,2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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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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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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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荣盛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74,794,754 人民币普通股 74,794,7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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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川全明劲力旅游开发有限公司 35,212,883 人民币普通股 35,212,883 

宜宾市南溪区兴南资源开发有限公司 31,012,969 人民币普通股 31,012,9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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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朱春梅 7,887,184 人民币普通股 7,887,184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万家科创主题 3

年封闭运作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5,293,808 人民币普通股 5,293,808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万家科创板2年

定期开放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4,733,600 人民币普通股 4,733,600 

朱婉依 4,555,290 人民币普通股 4,555,2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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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资产负债表 

                                                                                                       单位：元 

项目 期末余额 期初余额 变动额 变动率 变动原因 

  货币资金 3,034,631,753.42  2,239,562,670.38  795,069,083.04  35.50% 主要系本期新增融资，增加

货币资金所致。 

  交易性金融资产 314,947.50  23,138.00  291,809.50  1261.17% 主要系本期期货业务增加

所致。 

  应收账款 379,769,727.63  183,727,416.02  196,042,311.61  106.70% 主要系本期新增授信所致。 

  预付款项 367,415,097.59  278,088,889.76  89,326,207.83  32.12% 主要系本期预付原料货款

增加所致。 

  其他应收款 416,592,866.30  300,393,721.16  116,199,145.14  38.68% 主要系本期新增其他代收

代付款项所致。 

  投资性房地产 0.00  16,284,000.00  -16,284,000.00  -100.00% 主要系本期已处置子公司

投资性房产所致。 

  长期待摊费用 71,919,366.16  31,908,297.26  40,011,068.90  125.39% 主要系本期增加待摊费用

所致。 

  预收款项  140,007,813.79  -140,007,813.79  -100.00% 主要系本期执行新收入准

则科目重分类所致。 

    合同负债 249,003,295.60   249,003,295.60  100.00% 主要系本期执行新收入准

则科目重分类所致。 

  应付职工薪酬 4,799,979.37  15,665,585.57  -10,865,606.20  -69.36% 主要系本期已支付薪酬增

加所致。 

  长期借款 730,000,000.00  394,378,933.61  335,621,066.39  85.10% 主要系本期新增长期借款

所致。 

  长期应付款 108,989,331.37  188,627,854.39  -79,638,523.02  -42.22% 主要系本期转入一年内到

期非流动负债所致。 

  少数股东权益 211,914,532.34  103,644,549.60  108,269,982.74  104.46% 主要系本期子公司新增股

东增资所致。 

 

利润表 

                                                                                                       单位：元 

项目 本期发生额 上期发生额 变动额 变动率 变动原因 

投资收益 -6,632,971.33  -3,415,150.55  -3,217,820.78  -94.22% 主要系本期确认广州锂宝等公司投资

亏损所致。 

公允价值变动收益 630,467.00  16,172.00  614,295.00  3798.51% 主要系本期期货业务期末价值变动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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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 

信用减值损失 -1,621,404.45  1,296,199.34  -2,917,603.79  -225.09% 主要系本期计提信用减值损失所致。 

营业利润 54,069,664.82  102,874,181.76  -48,804,516.94  -47.44% 主要系本期受疫情影响，经营利润下

降所致。 

营业外收入 16,204,811.07  5,155,550.83  11,049,260.24  214.32% 主要系本期收到客户违约金所致。 

利润总额 49,811,554.70  86,272,156.24  -36,460,601.54  -42.26% 主要系本期受疫情影响，经营利润下

降所致。 

净利润 6,120,397.74  49,192,593.78  -43,072,196.04  -87.56% 主要系本期受疫情影响，经营利润下

降所致。 

持续经营净利润 6,120,397.74  49,192,593.78  -43,072,196.04  -87.56% 主要系本期受疫情影响，经营利润下

降所致。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

的净利润 

15,343,826.21  78,716,456.50  -63,372,630.29  -80.51% 主要系本期受疫情影响，经营利润下

降所致。 

少数股东损益 -9,223,428.47  -29,523,862.72  20,300,434.25  68.76% 主要系本期少数股东投资子公司减亏

所致。 

现金流量表 

                                                                                               单位：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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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53,285,184.51    493,284,788.72   -39,999,604.21  -8.11%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691,502,002.79   -788,424,935.46    96,922,932.67  -12.29%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609,232,710.23    147,526,958.54   461,705,751.69  312.96% 主要系本期新增借款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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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丰和泰募投项目年产五万吨氯化法钛白粉项目：公司募投项目年产五万吨氯化法钛白粉项目已达到预定可使用状

态，报告期内已转固。 

2、转让下属子公司博原环境部分股份事项：报告期内，公司已经进行股权转让并完成工商变更登记。详见2020年9月17

日披露的《关于下属子公司股权转让的进展公告》（2020-084）。 

3、宜宾锂宝三元正极材料项目：报告期内，宜宾锂宝生产的三元正极材料在前期验证的基础上已经正式向宁德时代供

货，并将根据宁德时代的需要提高供货数量。 

4、天亿新材料引进战略投资者事项：天亿新材料引入宜宾新兴产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作为战略投资者，报告期内，新

兴产业公司2亿元增资款已到账。详见2020年9月3日披露的《关于子公司引进战略投资者暨关联交易的进展公告》（2020-081） 

 

股份回购的实施进展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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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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资产投资 

1、证券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证券投资。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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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进展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六、对 2020 年度经营业绩的预计 

预测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期末的累计净利润可能为亏损或者与上年同期相比发生大幅度变动的警示及原因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业绩预告情况：同向下降 

业绩预告填写数据类型：区间数 

 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期末 上年同期 增减变动 

累计净利润的预计数（万

元） 
4,000 - 5,500 7,875.69 下降 49.21% - 30.16%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512 - 0.0704 0.1009 下降 49.21% - 30.16% 

业绩预告的说明 

公司上半年，受疫情等外部环境影响，公司产品订单及销量减少、销售价格降低，公

司亏损。下半年公司实施全面挖潜增效，优化生产管理、提升产量，降低各项费用，随着

主要产品销售订单及销售价格的恢复，公司盈利继续扩大。 

七、日常经营重大合同 

□ 适用 √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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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委托理财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委托理财。 

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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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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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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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待地点 接待方式 
接待对

象类型 
接待对象 

谈论的主要内容及

提供的资料 

调研的基本情况索

引 

2020 年 07 月

30 日 
公司 实地调研 机构 

东方证券、广发证

券、永赢基金、国

海证券、上投摩根

基金、财通基金、

睿郡资管、中泰证

券 

1、公司募投氯化法

钛白粉项目进展情

况；2、钛白粉产品

及原料情况；3、公

司三元正极材料产

品及市场情况； 

https://view.officeapp

s.live.com/op/view.as

px?src=http%3A%2F

%2Fstatic.cninfo.com

.cn%2Ffinalpage%2F

2020-07-31%2F1208

113876.docx 

2020 年 08 月

05 日 
公司  实地调研 机构 

太平洋证券、平安

基金、国泰君安 

1、公司三元正极材

料产品市场开发情

况以及产品销售情

况；2、天亿新材料

引进战略投资者工

作进展；3、募投氯

化法钛白粉项目运

行情况及后续规划；

3、氯碱化工板块生

产销售情况 

https://view.officeapp

s.live.com/op/view.as

px?src=http%3A%2F

%2Fstatic.cninfo.com

.cn%2Ffinalpage%2F

2020-08-06%2F1208

133541.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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