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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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负责人张伟林、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向青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

人员)郭志强声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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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1,980,150.07 66,777,773.69 52.7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24,432,908.79 1,668,947.52 1,363.9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的净利润（元） 
20,607,639.67 272,316.00 7,467.55%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4,437,250.83 -6,098,211.93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6 0.0038 1,478.95%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6 0.0038 1,478.95%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2.02% 0.15% 1.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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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91,669,485.89 1,588,552,954.33 0.2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1,226,559,834.88 1,195,776,999.79 2.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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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计入当期损益的对非金融企业收取的资金占用费 1,475,943.40 

主要是报告期公司对参股公司

新疆信汇峡清洁能源有限公司

提供财务资助收取的利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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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67,129.52 

主要是报告期公司所持北京北

陆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可转债的

公允价值变动损益。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143,885.72 
主要是报告期公司固定资产报

废处置损益。 

减：所得税影响额 673,918.08  

合计 3,825,269.1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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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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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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5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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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庆生命科技与

新材料产业集团

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40.55% 175,808,982 0 质押 87,904,491 

徐锡娟 境内自然人 0.82% 3,557,100 0   

汪新文 境内自然人 0.72% 3,114,474 0   

林尚德 境内自然人 0.69% 3,000,000 0   

深圳市前海建泓

时代资产管理有

限公司－建泓时

代绝对收益三号

私募证券投资基

金 

其他 0.39% 1,709,311 0   

张振怡 境内自然人 0.37% 1,597,100 0   

肖国 境内自然人 0.37% 1,588,004 0   

凌朝明 境内自然人 0.36% 1,567,608 0   

中信证券股份有

限公司 
国有法人 0.34% 1,471,800 0   

张忠凯 境内自然人 0.31% 1,323,9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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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庆生命科技与新材料产业集团

有限公司 
175,808,982  175,808,9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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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锡娟 3,557,100 人民币普通股 3,557,100 

汪新文 3,114,474 人民币普通股 3,114,474 

林尚德 3,0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3,000,000 

深圳市前海建泓时代资产管理有

限公司－建泓时代绝对收益三号

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1,709,311 人民币普通股 1,709,311 

张振怡 1,597,100 人民币普通股 1,597,100 

肖国 1,588,004 人民币普通股 1,588,004 

凌朝明 1,567,608 人民币普通股 1,567,608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1,471,800 人民币普通股 1,471,800 

张忠凯 1,323,900 人民币普通股 1,323,9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

说明 

上述前 10 名股东中重庆生命科技与新材料产业集团有限公司为公司控股股东；公司未

知社会公众股股东之间其关联关系或是否属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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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股东徐锡娟除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 0 股外，还通过长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

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 3,557,100 股，合计持有 3,557,100 股；公司股东汪新文除

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 0 股外，还通过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

户持有 3,114,474 股，合计持有 3,114,474 股；公司股东深圳市前海建泓时代资产管理

有限公司－建泓时代绝对收益三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除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 0 股外，

还通过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 1,709,311 股，合计

持有 1,709,311 股；公司股东张振怡除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 0 股外，还通过中国银河

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 1,597,100 股，合计持有 1,597,100

股；公司股东肖国除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 0 股外，还通过西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

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 1,588,004 股，合计持有 1,588,004 股；公司股东凌朝明除

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 0 股外，还通过浙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

户持有 1,567,608 股，合计持有 1,567,608 股；公司股东张忠凯除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

有 55,300 股外，还通过湘财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

1,268,600 股，合计持有 1,323,9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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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资产负债表项目 期末数 上年年末数 变动幅度 变动原因说明 

应收票据 10,007,033.39 19,815,181.37 -49.50% 1 

应收账款 100,424,340.25 75,618,358.35 32.80% 2 

预付款项 1,550,843.00 6,867,120.58 -77.42% 3 

其他流动资产 5,998,549.02 8,649,209.17 -30.65% 4 

使用权资产 3,214,702.51   5 

其他非流动资产 17,009,804.82 32,009,804.82 -46.86% 6 

短期借款 55,063,815.07 95,110,226.03 -42.11% 7 

应付职工薪酬 4,159,326.85 11,876,500.44 -64.98% 8 

租赁负债 3,027,546.55   9 

递延所得税负债 3,321,107.20 1,725,462.54 92.48% 10 

其他综合收益 15,917,245.78 9,567,319.48 66.37% 11 

利润表项目 本期数 上年同期数 变动幅度 变动原因说明 

营业收入 101,980,150.07 66,777,773.69 52.72% 1 

营业成本 66,561,118.98 45,228,347.96 47.17% 2 

销售费用 4,704,765.63 3,293,489.71 42.85% 3 

财务费用 241,485.85 734,724.23 -67.13% 4 

投资收益 15,047,844.23 2,744,507.26 448.29% 5 

公允价值变动损益 3,167,129.52   6 

信用减值损失 -168,193.42 -351,173.19 -52.11% 7 

所得税费用 1,950,632.91 82,609.15 2,261.28% 8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24,432,908.79 1,668,947.52 1,363.97% 9 

现金流量表项目 本期数 上年同期数 变动幅度 变动原因说明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4,437,250.83 -6,098,211.93  1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4,799,427.22 -23,969,338.77  2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39,150,675.02 -57,108,682.40  3 

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 -29,913,996.97 -87,176,233.10  4 

变动原因说明： 

(一)资产负债表项目 

1、应收票据期末数较上年年末数减少49.50%，主要是公司应收票据到期兑收及背书转让支付货款影响所致。 

2、应收账款期末数较上年年末数增加32.80%，主要是公司油漆涂料货款部分按工程进度结算影响所致。 

3、预付款项期末数较上年年末数减少77.42%，主要是公司年初预付材料款结算影响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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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其他流动资产期末数较上年年末数减少30.65%，主要是公司申请增值税期末留抵税额退税影响所致。 

5、使用权资产期末数较上年年末数增加3,214,702.51元，主要是公司自2021年1月1日起执行新租赁准则影响所致。 

6、其他非流动资产期末数较上年年末数减少46.86%, 主要是公司收到重庆长风化学工业有限公司退回重庆化医控股集团财

务有限公司股权转让款1,500万元影响所致。 

7、短期借款期末数较上年年末数减少42.11%，主要是公司归还到期短期银行贷款影响所致。 

8、应付职工薪酬期末数较上年年末数减少64.98%，主要是公司2020年末计提的绩效考核资金发放完毕影响所致。 

9、租赁负债期末数较上年年末数增加3,027,546.55元，主要是公司自2021年1月1日起执行新租赁准则影响所致。 

10、递延所得税负债期末数较上年年末数增加92.48%，主要是公司所持重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股票、北京北陆药业股份有

限公司可转债公允价值增加影响所致。 

11、其他综合收益期末数较上年年末数增加66.37%，主要是公司所持重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股票公允价值增加影响所致。 

 

(二)利润表项目 

1、营业收入本期数较上年同期数增加52.72%，主要是报告期随着我国对新冠疫情的有效控制，公司主营油漆涂料业务恢复

正常销售订单增加影响所致。 

2、营业成本本期数较上年同期数增加47.17%，主要是报告期随着我国对新冠疫情的有效控制，公司主营油漆涂料业务恢复

正常销售订单增加影响所致。 

3、销售费用本期数较上年同期数增加42.85%，主要是报告期公司油漆销量增加，导致运输费等同比增加影响所致。 

4、财务费用本期数较上年同期数减少67.13%，主要是报告期公司银行借款利率同比下降影响所致。 

5、投资收益本期数较上年同期数增加448.29%，主要是报告期参股公司新疆信汇峡清洁能源有限公司120万吨/年煤焦油加氢

一期项目正式投入生产，影响投资收益同比增加所致。 

6、公允价值变动损益本期数较上年同期数增加3,167,129.52元，主要是报告期公司所持北京北陆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可转债公

允价值增加影响所致，去年同期无此事项。 

7、信用减值损失本期数较上年同期数减少52.11%，主要是报告期公司对应收款项计提信用减值损失减少影响所致。 

8、所得税费用本期数较上年同期数增加2,261.28%，主要是报告期公司主营油漆涂料利润同比增加影响所致。 

9、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本期数较上年同期数增加1,363.97%，主要是报告期公司主营油漆涂料利润和投资收益共同

增加影响所致。 

 

(三)现金流量表项目 

1、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较上年同期数变动，主要是报告期公司销售货物收到的现金同比增加影响所致。 

2、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较上年同期数变动，主要是报告期公司收到重庆长风化学工业有限公司退回重庆化医控股

集团财务有限公司股权转让款1,500万元，以及去年同期子公司四川渝三峡新材料有限公司支付土地款1,203万元共同影响所

致。 

3、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流出较上年同期数减少，主要是报告期公司银行贷款到期同比减少影响所致。 

4、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较上年同期数变动，主要是经营活动、投资活动、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净流量共同影响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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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九届二次董事会、九届二次监事会审议通过了《关于收购重庆化医控股集团财务有限公司3%股权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同意公司受让重庆长风化学工业有限公司持有的财务公司3%股权，收购股权交易金额为3,430.35万元，本次交易完成前，公

司持有财务公司4%股权，本次交易完成后，公司将持有财务公司7%股权，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19年12月28日发布的《关

于收购重庆化医控股集团财务有限公司3%股权暨关联交易的公告》，公告编号2019-075。公司2019年12月31日已按照股权

转让协议支付收购款1,500万元。由于本次股权转让事项未能获得中国银保监会重庆监管局核准，本次转让无法继续执行，

经双方友好协商，一致同意终止原协议，公司已收回前期全部投资款及资金利息（分红款补偿），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1



重庆三峡油漆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第一季度报告正文 

8 

年2月9日发布的《关于收购重庆化医控股集团财务有限公司3%股权暨关联交易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21-001。 

2、公司于2021年2月10日收到控股股东重庆生命科技与新材料产业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生材集团”）的通知，获悉生材

集团将其持有的本公司部分股份质押给重庆市城市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上述股权质押已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

任公司办理完成相关手续。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1年2月18日发布的《关于控股股东部分股权质押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1-002。 

3、公司董事会于2021年3月25日收到公司董事、副董事长毕胜先生递交的书面辞职报告，毕胜先生因工作调整申请辞去公司

董事、副董事长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委员、董事会内部控制建设与实施委员会委员职务，辞职后不再担任公司领导职务。具

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1年3月26日发布的《关于公司董事、副董事长辞职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010。 

4、2015年6月23日，公司七届九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了《关于认购嘉润三板定增1号基金产品的议案》，公司与济南嘉润股权

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渤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签署了《嘉润三板定增1号基金合同》，以自有资金2,000万元人民

币认购嘉润三板定增1号基金优先级B类产品。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15年6月24日披露的《关于认购嘉润三板定增1号基金

产品的公告》，公告编号2015-024。嘉润三板定增1号基金经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备案审批，于2015年7月1日获得中国

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颁发的《私募投资基金备案证明》（备案编码：S63330）,该产品共计募集资金1.2亿元，其中包括7,000

万元A类份额、2,000万元B类份额、3,000万元C类份额。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15年7月7日披露的《关于认购嘉润三板定增

1号基金产品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15-028。根据基金合同约定，该基金于2018年6月27日起进入清算期，由管理人济南

嘉润股权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综合托管人渤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于2018年6月27日组成清算小组履行基金财产

清算程序。经过清算后，公司已收回认购嘉润三板定增1号基金产品的全部本金2,000万元。公司参与该基金的最终收益情况

需待该基金资产分配完成和清算完成后方可确定，基金清算最终完成后，公司将根据后续情况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具体内容

详见公司于2021年4月7日发布的《关于认购嘉润三板定增1号基金产品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21-011。 

5、公司八届十七次董事会、八届十次监事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参与投资设立投资基金暨关联交易的议案》，公司认缴出资

4,800万元与重庆点石化医股权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重庆长寿经济技术开发区开发投资集团有限公司、重庆化医新天投

资集团有限公司、重庆市映天辉氯碱化工有限公司合作设立嘉兴化医新材料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具体内容详见

公司于2018年7月11日发布的《关于参与投资设立投资基金暨关联交易的公告》（公告编号2018-026）、于2019年4月27日发

布的《关于参与投资设立投资基金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19-026）。公司于2019年按出资比例缴纳投资款1,252.20万元，

于2020年按出资比例缴纳投资款2,087万元，于2021年2月按出资比例缴纳投资款1,460.80万元，合计缴纳出资款4,800万元。

截至2021年3月31日，嘉兴化医新材料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已投资重庆聚狮科技有限公司、重庆润生药业有限公

司、重庆九橡化大橡胶科技有限公司、重庆长风化学工业有限公司、派迈新材料（成都）有限责任公司5个项目，其中对重

庆聚狮科技有限公司投资9,000万元、对重庆九橡化大橡胶科技有限公司投资4,000万元、对重庆润生药业有限公司投资2,000

万元、对重庆长风化学工业有限公司投资2,000万元、对派迈新材料（成都）有限责任公司投资350万元；嘉兴化医新材料股

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于2021年1月退出重庆润生药业有限公司项目，本次项目退出金额合计22,248,900元，公司作为

有限合伙人获得4,672,372.80元，其中实缴本金 4,174,000元、投资收益498,372.80元。 

重要事项概述 披露日期 临时报告披露网站查询索引 

《关于收购重庆化医控股集团财务有限

公司 3%股权暨关联交易的进展公告》 
2021 年 02 月 09 日 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关于控股股东部分股权质押的公告》 2021 年 02 月 18 日 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关于公司董事、副董事长辞职的公告》 2021 年 03 月 26 日 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关于认购嘉润三板定增 1 号基金产品

的进展公告》 
2021 年 04 月 07 日 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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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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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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位：元 

证券品

种 

证券代

码 

证券简

称 

最初投

资成本 

会计计

量模式 

期初账

面价值 

本期公

允价值

变动损

益 

计入权

益的累

计公允

价值变

动 

本期购

买金额 

本期出

售金额 

报告期

损益 

期末账

面价值 

会计核

算科目 

资金来

源 

可转债 123082 
北陆转

债 

40,913,

700.00 

公允价

值计量 

40,995,

527.40 

3,167,1

29.52 

3,248,9

56.92 
 0.00 

3,167,1

29.52 

44,162,

656.92 

交易性

金融资

产 

自有资

金 

基金 S63331 

嘉润三

板定增

1 号基

金 

20,000,

000.00 

公允价

值计量 

10,000,

000.00 
   0.00  

10,000,

000.00 

其他非

流动金

融资产 

自有资

金 

期末持有的其他证券投资 0.00 --        -- -- 

合计 
60,913,

700.00 
-- 

50,995,

527.40 

3,167,1

29.52 

3,248,9

56.92 
0.00 0.00 

3,167,1

29.52 

54,162,

656.92 
-- -- 

证券投资审批董事会公告

披露日期 
2015 年 06 月 24 日 

证券投资审批股东会公告

披露日期（如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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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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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对 2021 年 1-6 月经营业绩的预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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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日常经营重大合同 

□ 适用 √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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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 年 1-3 月 重庆 电话沟通 个人 个人 

公司生产经营

情况，未提供资

料。 

不适用 

2021 年 1-3 月 重庆 其他 个人 个人 

公司生产经营

情况，未提供资

料。 

全景网投资者关系互

动平台 

重庆三峡油漆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董事长：张伟林 

 

 

2021年 4月 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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