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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尤立及会计机构负责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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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

减 

营业收入（元） 400,677,869.40 195,931,806.07 104.5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10,301,943.15 -95,129,260.58 110.8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元） 
10,405,311.08 -94,693,259.89 110.99%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3,408,217.65 -87,187,638.61 96.09%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3 -0.29 110.34%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3 -0.29 110.34%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0.71% -6.26% 6.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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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05,878,679.43 2,361,747,772.22 -2.3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1,451,019,380.04 1,440,651,083.53 0.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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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4,465.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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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6,410.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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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3,707.37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69,402.59  

减：所得税影响额 -18,093.86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297.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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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计 -103,367.9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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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40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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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孙雯雯 境内自然人 4.85% 15,700,000 0 质押 15,700,000 

#汪清春 境内自然人 3.57% 11,532,095 0   

王素青 境内自然人 2.98% 9,637,800 0   

#林碧兰 境内自然人 2.00% 6,467,9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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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华基金－宁

波银行－陈忠

明 

其他 1.00% 3,233,941 0   

银华财富资本

－宁波银行－

曾小伟 

其他 0.98% 3,166,045 0   

程传波 境内自然人 0.62% 2,000,400 0   

陈晓红 境内自然人 0.58% 1,874,2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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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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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平县锌电公司 88,597,600 人民币普通股 88,597,600 

孙雯雯 15,7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15,700,000 

#汪清春 11,532,095 人民币普通股 11,532,095 

王素青 9,637,800 人民币普通股 9,637,800 

#林碧兰 6,467,905 人民币普通股 6,467,9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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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华基金－宁波银行－陈忠明 3,233,941 人民币普通股 3,233,941 

银华财富资本－宁波银行－曾

小伟 
3,166,045 人民币普通股 3,166,045 

程传波 2,000,400 人民币普通股 2,000,400 

陈晓红 1,874,201 人民币普通股 1,874,2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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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公司股东罗平县锌电公司除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 44,297,600 股外，还通过华安

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 44,300,000 股，实际合计持有

88,597,600 股。 

2、公司股东汪清春通过投资者信用账户持有 11,532,095 股，实际合计持有 11,532,095

股。 

3、公司股东林碧兰通过投资者信用账户持有 6,467,905 股，实际合计持有 6,467,9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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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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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流动资产  8,856,658.96   6,226,362.55  42.24% 备注 1* 

在建工程  30,033,105.20   22,822,943.53  31.59% 备注 2* 

应付账款  100,186,882.35   143,797,134.10  -30.33% 备注 3* 

应付职工薪酬  12,018,801.93   27,690,566.83  -56.60% 备注 4* 

应付利息  350,513.89   244,399.93  43.42% 备注 5*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  49,892,500.93   89,420,727.92  -44.20% 备注 6* 

长期应付职工薪酬  2,471,915.04   4,601,910.78  -46.29% 备注 7* 

其他综合收益  -350,561.25   -715,466.25  51.00% 备注 8* 

备注 1*.期末其他流动资产较期初增加 42.24%，主要原因是期末待抵扣增值税进项税额增加所致。 

备注 2*.期末在建工程较期初增加 31.59%，主要原因是本期电解车间二系统改造和综合车间锌氧粉工段新建制铁后液储槽等

工程工时材料费及其他投入增加所致。 

备注 3*.期末应付账款较期初减少 30.33%，主要原因是本期支付原辅料等货款增加所致。 

备注 4*.期末应付职工薪酬较期初减少 56.60%，主要原因是上年末计提的职工年终绩效工资及其他专项奖励本期支付所致。 

备注 5*.期末应付利息较期初增加 43.42%，主要原本因是期末银行借款较期初增加所致。 

备注 6*.期末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较期初减少 44.20%，主要原因是一年内到期的长期借款到期归还所致。 

备注 7*.期末长期应付职工薪酬较期初减少 46.29%，主要原因是以前年度一次性计提的长期应付职工薪酬本期支付所致。 

备注 8*.期末其他综合收益较期初增加 51%，主要原因是公司控股子公司-胜凯锌业期初套期保值浮动亏损本期部分转回所

致。 

 

（二）本期合并利润表较上同期变动幅度较大的项目列示如下： 

单位：人民币元 

项     目 本期金额 上期金额 增减幅度 备注* 

营业收入 400,677,869.40 195,931,806.07 104.50% 备注 1* 

营业成本 346,973,058.84 212,076,230.03 63.61% 备注 2* 

税金及附加 3,961,446.80 1,037,336.84 281.89% 备注 3* 

销售费用 953,111.50 4,272,165.60 -77.69% 备注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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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息费用 4,752,187.89 3,198,613.23 48.57% 备注 5* 

利息收入 504,464.02 142,025.24 255.19% 备注 6* 

投资收益 -2,305,137.89 -1,615,461.02 -42.69% 备注 7* 

对联营企业和合营企业的投资收益 -2,304,881.85 -1,629,029.19 -41.49% 备注 8* 

公允价值变动收益 -183,451.33 -28,724.23 -538.66% 备注 9* 

信用减值损失 -251,883.15 -7,885,593.29 96.81% 备注 10* 

营业利润 13,913,450.30 -95,082,709.35 114.63% 备注 11* 

营业外支出 255,988.96 512,942.06 -50.09% 备注 12* 

利润总额 13,679,582.17 -95,595,651.34 114.31% 备注 13* 

所得税费用 2,319,570.67 -122,065.36 2,000.27% 备注 14* 

净利润 11,360,011.50 -95,473,585.98 111.90% 备注 15*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10,301,943.15 -95,129,260.58 110.83% 备注 16* 

少数股东损益 1,058,068.35 -344,325.40 407.29% 备注 17*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综合收益总额 10,666,848.15 -95,129,260.58 111.21% 备注 18* 

归属于少数股东的综合收益总额 1,408,663.35 -344,325.40 509.11% 备注 19* 

基本每股收益 0.03 -0.29 110.98% 备注 20* 

稀释每股收益 0.03 -0.29 110.34% 备注 21* 

备注 1*.本期营业收入较上年同期增加 104.50%,主要原因是本期锌产品销售价格、数量以及锗精矿和银精矿的销售均较上年

同期增加，加之同比新增的子公司-锌隆胜亿对外贸易额增加所致。 

备注 2*.本期营业成本较上年同期增加 63.61%，主要原因是本期锌产品、锗精矿和银精矿等产品的销售数量均较上年同期增

加所致。 

备注 3*.本期税金及附加较上年同期增加 281.89%，主要原因是本期应交增值税增加，从而导致相应附加税费增加，加上本

期锌精矿采矿量和铅精矿销售量较上年同期增加导致应交资源税同比增加所致。 

备注 4*.本期销售费用较上年同期减少 77.69%，主要原因是执行新收入准则，原计入销售费用的运输费调整计入营业成本列

报所致。 

备注 5*.6*本期利息费用、利息收入用较上同期增加 48.57%、255.19%，主要原因是本期银行借款较上年同期增加，进而使

流动资金存款流水增加，最终导致利息费用和利息收入均增加。 

备注 7*.8*.本期投资收益、对联营企业和合营企业的投资收益较上年同期减少 42.69%、41.49%，主要原因是本期参股公司

亏损同比增加所致。 

备注 9*.本期公允价值变动收益较上年同期减少了 538.66%，主要原因是期初期货浮动盈利本期平仓转回所致。 

备注 10*.本期信用减值损失较上年同期减少 96.81%，主要原因是本期按账龄分析法计提的坏账准备减少所致。 

备注 11*、13*、15*、16*、18*、20*、21*.营业利润、利润总额、净利润、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归属于母公司

股东的综合收益总额、基本每股收益、稀释每股收益分别较上年同期增加 114.63%、114.31%、111.90%、110.83%、111.21%、

110.98%、110.34%，主要原因如下： 

第一、上年同期受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影响，全球经济下滑，锌价大幅度下跌，加之上年同期期初原料库存量较大，致使

锌产品生产成本单边上升，毛利率出现负数，公司自有矿山均出现亏损，而本期锌价震荡上升，锌产品产量、销售量、销售

价格均同比增加，导致本期锌产品毛利率增加及自有矿山盈利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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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上年同期因锌价下跌，期末部分存货计提了存货跌价准备及按账龄分析计提了坏账准备，本期则没有类似影响。 

第三、本期公司销售了部分毛利率较高的小金属锗精矿及银精矿，使得公司本期净利润增加。 

备注 12*.本期营业外支出较上年同期减少 50.09%，主要原因是本期赞助费较上年同期减少所致。 

备注 14*.本期所得税费用较上年同期增加 2,000.27%，主要原因是本期全资子公司-德荣、向荣、宏泰盈利导致应交所得税

增加所致。 

备注 17*、19*.本期少数股东损益、归属于少数股东的综合收益总额较上年同期分别增加 407.29%、509.11%，主要原因是本

期控股子公司-锌隆胜亿盈利增加所致。 

（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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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期金额 上期金额 变动幅度 备注* 

销售商品、提供劳务收到的现金 428,723,644.53 257,489,032.11 66.50% 备注 1* 

收到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10,046,914.31 1,059,707.78 848.08% 备注 2* 

经营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438,770,558.84 258,548,739.89 69.71% 备注 3* 

支付的各项税费 22,059,052.45 12,824,344.47 72.01% 备注 4* 

支付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18,088,088.34 10,708,552.04 68.92% 备注 5*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3,408,217.65 -87,187,638.61 96.09% 备注 6* 

取得投资收益收到的现金 2,220,000.00 740,000.00 200.00% 备注 7* 

处置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收回

的现金净额 

 33,600.00 -100.00% 备注 8* 

投资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2,220,000.00 773,600.00 186.97% 备注 9* 

支付其他与投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1,000,000.00 2,000,000.00 -50.00% 备注 10* 

取得借款所收到的现金 190,000,000.00 100,000,000.00 90.00% 备注 11* 

收到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2,001.52 20,647,473.20 -99.99% 备注 12* 

筹资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190,002,001.52 120,647,473.20 57.49% 备注 13* 

偿还债务所支付的现金 228,500,000.00 35,020,841.09 552.47% 备注 14* 

分配股利、利润或偿付利息所支付的现金 4,170,298.61 1,609,970.84 159.03%  

备注 15* 

支付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17,823,261.62 5,855,132.94 204.40% 备注 16* 

筹资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250,493,560.23 42,485,944.87 489.59% 备注 17*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60,491,558.71 78,161,528.33 -177.39% 备注 18* 

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 -88,425,784.95 -33,713,028.55 -162.29% 备注 19* 

期初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余额 223,208,680.38 152,226,945.03 46.63% 备注 20* 

  

备注 1*.本期销售商品、提供劳务收到的现金较上年同期增加 66.50%，主要原因是本期公司锌产品及其他产品销售量和销售

价格均同比增加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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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注 2*.本期收到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比上年同期增加 848.08%，主要原因是本期收到保证金和招标押金同比增加所

致。 

备注 3*.本期经营活动现金流入小计较上年同期增加 69.71%，主要原因汇总备注 1*、备注 2*。 

备注 4*.本期支付的各项税费较上年同期增加 72.01%，主要原因是本期支付增值税、资源税及增值税相应的附加税同比增加

所致。 

备注 5*.本期支付的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较上年同期增加 68.92%，主要原因是本期支付套期保值期货保证金同比增加

所致。 

备注 6*.本期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较上年同期增加 96.09%，主要原因是本期公司锌产品及其他产品销售量和销售价

格均同比增加，致使本期销售商品、提供劳务收到的现金较上年同期增加 66.5%，又由于本期融资规模增加，银行借款增加，

从而充实了公司流动资金，使得公司应付款项得以及时支付，从而使本期经营活动现金流出同比增加了 27.89%，最终导致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较上年同期增加 96.09%。 

备注 7*.本期取得取得投资收益收到的现金较上年同期增加 200.00%，主要原因是本期收到参股公司分红款同比增加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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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00%，主要原因是本期没有处置

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业务发生。 

备注 9*.本期投资活动现金流入小计较上年同期增加 186.97%，主要原因是本期收到参股公司-老渡口发电有限公司的分红款

增加所致。 

备注 10*.本期支付其他与投资活动有关的现金较上年同期减少 50.00%，主要原因是本期支付姜燕辉原入股天俊公司股本同

比减少所致。 

备注 11*.本期取得借款所收到的现金较上年同期增加 90.00%，主要原因是本期银行借款增加所致。 

备注 12*.本期收到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的现金较上年同期减少 99.99%，主要原因是本期收到三个月内到期的所有权受限的

融资质押保证金较上年同期减少所致。 

备注 13*.本期筹资活动现金流入小计较上年同期增加 57.49%，主要原因是银行借款较上年同期增加所致。 

备注 14*.本期偿还债务所支付的现金较上年同期增加 552.47%，主要原因是偿还银行到期借款及票据同比增加所致。 

备注 15*.本期分配股利、利润或偿付利息所支付的现金较上年同期增加 159.03%，主要原因是本期银行借款增加导致利息费

用增加所致。 

备注 16*.本期支付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的现金较上年同期增加 204.4%，主要原因是本期支付融资质押保证金同比增加所致。 

备注 17*.本期筹资活动现金流出小计较上年同期增加 489.59%，主要原因是本期偿还到期银行债务支付的现金及支付的与筹

资活动有关的现金同比增加所致。 

备注 18*.本期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较上年同期减少 177.39%，主要原因是本期取得借款收到的现金同比增加

9,000.00 万元，增幅 90.00%，致使本期筹资活动现金流入同比增加 6,935.45 万元，增幅 57.49%，而本期由于偿还债务支付

的现金同比增加了 19,347.92 万元，增幅 552.47%，导致本期筹资活动现金流出同比增加 20,800.76 万元，增幅 489.59%，进

而最终导致本期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较上年同期减少 177.39%。 

备注 19*.本期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较上年同期减少 162.29%，主要原因是本期经营活动现金净额同比增加了 8,377.94

万元,增幅 96.09%，投资活动现金流量净额同比增加了 16.09 万元，增幅 0.65%，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同比减少了

13,865.31 万元，减幅 177.39%，共同导致本期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同比减少 5,471.28 万元,减幅 162.29%。 

备注 20*.本期初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余额较上年同期增加 46.63%，主要原因是公司上年度产量增加，贷款回收及时，加之流

动资金贷款同比增加，导致上年末存量资金增加所致。 

二、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股份回购的实施进展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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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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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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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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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合同订立公司

方名称 

合同订立对方

名称 
合同标的 合同总金额 

合同履行的进

度 

本期及累计确

认的销售收入

金额 

应收账款回款

情况 

云南罗平锌电

股份有限公司 

云南胜凯锌业

有限公司 
锌水 91061.95 万元 29.79% 27125.25 万元 26216.35 万元 

重大合同进展与合同约定出现重大差异且影响合同金额 30%以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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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 年 01 月

11 日 
罗平 电话沟通 个人 个人投资者 

询问公司投

资者诉讼情

况 

- 

2021 年 01 月

25 日 
罗平 电话沟通 个人 个人投资者 

询问公司生

产经营情况 
- 

2021 年 02 月

25 日 
罗平 电话沟通 个人 个人投资者 

询问公司主

产品毛利率

情况 

- 

2021 年 03 月

26 日 
罗平 电话沟通 个人 个人投资者 

询问公司一

季度业绩情

况 

- 

 

 

 

云南罗平锌电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1 年 4 月 2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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