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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重要提示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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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审议季度报告。 

 

1.3  公司负责人刘新盘、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黄治华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黄治

华保证季度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1.4  本公司第一季度报告未经审计。 

 

二、 公司主要财务数据和股东变化 

2.1 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币种：人民币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

减(%) 

总资产 2,984,257,853.00 3,027,252,584.23 -1.4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资产 
118,838,269.81 153,596,396.85 -29.1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

股净资产 
0.18 0.23 -29.16 

 年初至报告期末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比上年同期增减(%)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净额 
-171,909,631.10 19,737,040.26 -971.00 

每股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净额 
-0.2597 0.0298 -971.00 

 年初至报告期末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比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 34,766,993.04 37,327,544.97 -6.8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 
-34,758,127.04 -2,654,050.67 不适用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

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5,867,761.65 -2,654,050.60 不适用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25.07 -0.76 减少 24.31个百分点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加权

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4.18 -0.76 -3.42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525 -0.0040 不适用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525 -0.0040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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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适用 □不适用  

单位：元币种：人民币 

项目 本期金额 说明 

与公司正常经营业务无关的或有事

项产生的损益 
-28,890,365.39 

根据仲裁裁决，计提对子公司交

通租赁原股东业绩承诺补偿款逾

期付款违约金 

合计 -28,890,365.39  

 

 

2.2 截止报告期末的股东总数、前十名股东、前十名流通股东（或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表 

单位：股 

股东总数（户） 62,949 

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全称） 
期末持股 

数量 

比例

(%) 

持有有限售条

件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东性质 

股份状态 数量 

四川恒康发展有限责

任公司 
177,472,037 26.81 0 

质押 40,250,000 境内非国有

法人 冻结 177,472,037 

杨建民 12,467,992 1.88 0 无 0 境内自然人 

四川省国有资产投资

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11,040,000 1.67 0 无 0 国有法人 

张秀娟 6,632,194 1.00 0 无 0 境内自然人 

管安定 4,658,500 0.70 0 无 0 境内自然人 

徐莉蓉 3,249,504 0.49 0 无 0 境内自然人 

范钦宝 3,002,960 0.45 0 无 0 境内自然人 

张兰 2,966,848 0.45 0 无 0 境内自然人 

林少强 2,480,496 0.37 0 无 0 境内自然人 

刘玉庆 2,071,400 0.31 0 无 0 境内自然人 

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的数量 

股份种类及数量 

种类 数量 

四川恒康发展有限责任公司 177,472,037 人民币普通股 177,472,037 

杨建民 12,467,992 人民币普通股 12,467,992 

四川省国有资产投资管理有限责任公

司 
11,040,000 人民币普通股 11,040,000 

张秀娟 6,632,194 人民币普通股 6,632,194 

管安定 4,658,500 人民币普通股 4,658,500 

徐莉蓉 3,249,504 人民币普通股 3,249,504 

范钦宝 3,002,960 人民币普通股 3,002,960 

张兰 2,966,848 人民币普通股 2,966,848 

林少强 2,480,496 人民币普通股 2,480,4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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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玉庆 2,071,400 人民币普通股 2,071,4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公司未知上述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属于《上市公司收

购管理办法》规定的一致行动人关系。 

说明： 

1、报告期内，四川恒康持有的公司 11,040,000 股股份被司法划转至四川省国有资产投资管

理有限责任公司，占公司总股本的 1.67%。 

2、报告期内，四川恒康持有的本公司股份 137,222,037 股股份先后两次被杭州市下城区人民

法院司法拍卖，最终因无人出价而流拍。 

3、2020年，成都中院决定对四川恒康进行预重整，指定成都竞择破产清算事务所有限公司

担任其预重整管理人，行兆祥为负责人。报告期内，四川恒康向成都中院请求撤回预重整申请和

破产重整申请，成都中院已作出裁定予以准许，其预重整程序自然终止。 

 

2.3 截止报告期末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前十名优先股股东、前十名优先股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

情况表 

□适用 √不适用  

三、 重要事项 

3.1 公司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重大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适用 □不适用  

(1)报告期内公司资产负债构成同比发生重大变动的情况 

单位：元 

项目 期末金额 期初金额 变化金额 
变化比例

（%） 
说明 

货币资金 206,412,135.82 376,962,410.99 -170,550,275.17 -45.24 
主要系子公司交通租赁业务投放

量增加所致 

预付款项 676,565.61 63,146.90 613,418.71 971.42 
主要系预付的审计、律师费用所

致 

其他流动资产 291,532.66    925,597.85  -634,065.19 -68.50 主要系本期执行新租赁准则所致 

使用权资产 4,422,229.19    4,422,229.19 100.00 主要系本期执行新租赁准则所致 

租赁负债 4,292,968.72  4,292,968.72 100.00 主要系本期执行新租赁准则所致 

(2)报告期内公司收入费用成同比发生重大变动的情况 

单位：元 

项目 本期金额 上年同期金额 变化金额 变化比例（%） 说明 

信用减值损失 -4,299,976.35 1,338,475.52 -5,638,451.87 -421.26 
主要系长期应收款及一年内到期

的非流动资产余额增加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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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业外支出 28,969,965.39 0.07 28,969,965.32  

主要系计提对子公司交通租赁原

股东业绩承诺补偿款逾期支付违

约金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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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在2014年实施重大资产重组时，向重庆城市交通开发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开投集团”）承诺，收购重庆市交通设备融资租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交融租赁”、“交

通租赁”）股权完成后的前五个会计年度内，保证交通租赁每年实现不低于3.5亿元的可分配净利

润。如未完成，公司应采取各种措施确保交通租赁原股东（指届时依旧持有交通租赁股权的交通

租赁原股东）按其持股比例取得与前述净利润对应的资金回报。 

同时，本公司原控股股东四川恒康向本公司承诺，若需补偿，则补偿部分将由四川恒康向本

公司先行支付，再由本公司支付给交通租赁原股东，从而确保本公司和中小股东的利益不受损失。 

上述承诺期已于2019年12月31日届满，2020年，公司收到重庆仲裁委员会对上述事项的裁决，

根据仲裁结果，公司应支付开投集团利润补足款、逾期付款违约金及违约金等共计74,124.47万元

（其中，逾期付款违约金暂计算至2020年12月31日）。报告期内，公司计提逾期付款违约金2,889.04

万元。 

2、公司向中国长城资产管理公司成都办事处（后更名为“长城四川分公司”）借款1.92亿元

已逾期。报告期内，长城四川分公司通过公开挂牌拍卖，将上述截止到2020年5月20日的债权以及

其他附属权利一并转让给国厚资产理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拥有的房产以及持有的子公司股权等资产因上述债务及业绩承诺补偿款被法院司法冻

结，若后续若后续被司法处置，将会对公司未来的主营业务发展及业绩产生重大影响，持续经营

能力存在重大不确定性。若其处置价格低于账面价值，还将相应减少被处置时的当期利润。 

公司将继续积极推进与各债权人的债务和解，借助股东等各方资源，早日形成和解方案，化

解债务危机，缓解公司经营压力。 

4、2021年1月，公司控股股东贵州汇佰众之股东将其合计持有的贵州汇佰众100%股权转让给

誉振天弘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誉振天弘”），誉振天弘通过受让贵州汇佰众股权取得公司

的控制权。在表决权委托期间，贵州汇佰众仍成公司控股股东，公司实际控制人变更为誉振天弘

实际控制人曾天平。同时，贵州汇佰众将其对公司享有的512.53万元未到期债权（含本金499万元

以及计算至2021年1月5日的利息13.53万元）转让给誉振天弘。 

为补充流动资金，偿还短期负债，公司向誉振天弘申请借款490万元，未实际提供任何抵押或

担保。截至本报告披露日，公司陆续收到其借款213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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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报告期内超期未履行完毕的承诺事项 

√适用 □不适用  

公司在2014年实施重大资产重组时，向开投集团承诺，收购交通租赁股权完成后的前五个会

计年度内，保证交通租赁每年实现不低于3.5亿元的可分配净利润。如未完成，公司应采取各种措

施确保交通租赁原股东（指届时依旧持有交通租赁股权的交通租赁原股东）按其持股比例取得与

前述净利润对应的资金回报。 

同时，本公司控股股东四川恒康亦向本公司承诺，若需补偿，则补偿部分将由四川恒康向本

公司先行支付，再由本公司支付给交通租赁原股东，从而确保本公司和中小股东的利益不受损失。 

近年来，四川恒康财务状况持续恶化，债务规模日益扩大，其持有的公司股份先后被多次冻

结（轮候冻结），且面临被司法拍卖，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曾作出决定对四川恒康进行预

重整，后经四川恒康申请撤回，在其预重整期间，公司及时进行了债权登记。截至目前，公司尚

未收到四川恒康承诺先行支付给公司的补偿款，鉴于四川恒康目前的财务状况，其最终无法亦无

力履行承诺的可能性较大。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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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大变动的

警示及原因说明 

√适用 □不适用  

鉴于公司向金融机构申请的融资已出现逾期，以及交通租赁业绩承诺补偿仲裁事宜，公司据

此计提利息、罚息及逾期违约金，将导致下一报告期公司累计净利润出现亏损。 

 

 

 

公司名称 四川西部资源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刘新盘 

日期 2021年 4月 30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