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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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负责人黄建军、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帅巍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帅巍保证

季度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1.4  本公司第三季度报告未经审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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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项目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

末增减(%) 

总资产 4,246,290,276.78 4,650,664,204.55 -8.6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1,992,518,452.69 2,296,369,390.26 -13.23 

项目 
年初至报告期末 

（1-9月）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1-9月） 
比上年同期增减(%)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72,324,488.70 34,990,147.65 106.70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62,340,486.45 1,313,220.91 -4,847.14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71,041,320.66 -44,847,571.10  不适用 

项目 
年初至报告期末 

（1-9月）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1-9月） 

比上年同期增减 

（%） 

营业收入 1,622,171,167.12 1,848,681,551.65 -12.2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301,673,373.36 73,699,219.91 -509.3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315,427,808.09 58,998,966.64 -634.63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4.07 3.28 减少 17.35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485 0.0363 -509.09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485 0.0363 -509.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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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初至报告期末金 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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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9月） 额（1-9月）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 -4,042,960.00 -2,248,400.28  

越权审批，或无正式批准文件，或偶发性的税收返还、

减免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但与公司正常经营业务密切

相关，符合国家政策规定、按照一定标准定额或定量持

续享受的政府补助除外 

1,221,761.85 15,553,452.44 

 

计入当期损益的对非金融企业收取的资金占用费    

企业取得子公司、联营企业及合营企业的投资成本小于

取得投资时应享有被投资单位可辨认净资产公允价值

产生的收益 

   

非货币性资产交换损益    

委托他人投资或管理资产的损益    

因不可抗力因素，如遭受自然灾害而计提的各项资产减

值准备 

   

债务重组损益    

企业重组费用，如安置职工的支出、整合费用等    

交易价格显失公允的交易产生的超过公允价值部分的

损益 

   

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产生的子公司期初至合并日的当

期净损益 

   

与公司正常经营业务无关的或有事项产生的损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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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独进行减值测试的应收款项、合同资产减值准备转回    

对外委托贷款取得的损益     

采用公允价值模式进行后续计量的投资性房地产公允

价值变动产生的损益 

   

根据税收、会计等法律、法规的要求对当期损益进行一

次性调整对当期损益的影响 

   

受托经营取得的托管费收入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262,644.22 459,303.69  

其他符合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的损益项目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4,328.50 -9,921.12  

所得税影响额    

合计 -2,562,882.43 13,754,434.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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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1,7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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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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川宏达实业有限公司 546,237,405 26.88 0 

冻结 546,237,405 
境内非国

有法人 
质押 540,000,000 

新华联控股有限公司 175,436,620 8.63 0 
冻结 175,436,620 境内非国

有法人  质押 175,000,000 

四川濠吉食品（集团）

有限责任公司 
100,000,000 4.92 0 质押 100,000,000 

境内非国

有法人 

成都科甲投资开发有限

公司 
100,000,000 4.92 0 质押 100,000,000 

境内非国

有法人 

百步亭集团有限公司 60,000,000 2.95 0 质押 40,000,000 
境内非国

有法人 

赵相革 43,473,206 2.14 0 未知  
境内自然

人 

金花投资控股集团有限

公司 
30,800,999 1.52 0 质押 30,800,999 

境内非国

有法人 

徐开东 10,983,800 0.54 0 未知  
境内自然

人 

陈金星 8,741,967 0.43 0 未知  
境内自然

人 

赵睿 7,255,099 0.36 0 未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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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川宏达实业有限公司 546,237,405 人民币普通股 546,237,405 

新华联控股有限公司 175,436,620 人民币普通股 175,436,620 

四川濠吉食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100,0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100,000,000 

成都科甲投资开发有限公司 100,0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100,000,000 

百步亭集团有限公司 60,0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60,000,000 

赵相革 43,473,206 人民币普通股 43,473,206 

金花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30,800,999 人民币普通股 30,800,999 

徐开东 10,983,800 人民币普通股 10,983,800 

陈金星 8,741,967 人民币普通股 8,741,967 

赵睿 7,255,099 人民币普通股 7,255,099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

明 
公司未知上述股东是否存在关联关系及一致行动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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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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产负债表项目 

项目 期末余额（元） 期初余额（元） 
增减比例

（%） 
变动原因 

应收账款 38,501,337.25 1,079,284.20 3,467.30 

比上年期末增加主要是对部分优质客户

的销售订单采用先货后款方式结算，本

期末尚未到收款期所致。 

预付款项 47,976,948.03 33,498,560.86 43.22 

比期初增加主要是部分按先款后货结算

方式支付的原料款，本期尚未收到原料

所致。 

其他流动资产 13,313,088.34 24,299,174.85 -45.21 
比上年期末减少主要是期末增值税进项

税额留抵额比期初减少所致。 

在建工程 42,731,106.19 115,355,545.39 -62.96 

比上年期末减少主要是公司控股子公司

四川绵竹川润化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绵竹川润”）复产安全整改完成，在

建工程竣工验收，转入固定资产所致。 

应付职工薪酬 18,961,794.18 48,148,282.01 -60.62 
比上年期末减少主要是本期支付上期工

资、奖金所致。 

 

2、利润表项目 

项目 
年初至报告期期末金

额（元） 

上年年初至报告期

期末金额（元） 

增减比

例(%) 
变动原因 

营业收入 1,622,171,167.12 1,848,681,551.65 -12.25 
主要是公司本部有色基地受新冠疫情影

响，主要原料供应紧缺，产销量下降所致。 营业成本 1,476,829,090.42 1,664,441,571.19 -11.27 

销售费用 39,207,186.98 45,530,696.45 -13.89 
主要是锌产品销售量下降，运输费用减少

所致。 

管理费用 84,184,301.25 116,733,015.04 -27.88 

主要是公司控股子公司绵竹川润合成氨

生产线本期恢复试生产，原暂停试生产的

固定资产折旧计入试生产产品成本中所

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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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收益 -259,345,000.02 117,782,391.94 -320.19 

主要是由于受国内外宏观经济下行及新

冠疫情影响，公司参股公司四川信托有限

公司利润大幅下降，公司按权益法核算确

认的投资收益大幅减少所致。 

 

3、现金流量表项目 

项目 
年初至报告期期

末金额（元） 

上年年初至报告

期期末金额（元） 

增减比例

(%) 
变动原因 

经营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量净额 
72,324,488.70 34,990,147.65 106.70 

主要是本期收到稳岗补贴比上年同期增

加，支付的增值税等税费、运输费用等其

他与经营活动相关的现金比上年同期减

少。 

投资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量净额 
-62,340,486.45 1,313,220.91 -4,847.14 

主要是本期处置固定资产收到的现金净额

比上年同期减少，以及根据最高人民法院

终审判决结果，本期公司支付返还利润款

3000万元所致。 

筹资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量净额 
-71,041,320.66 -44,847,571.10 不适用 

主要是本期偿还宏达实业借款本金及利息

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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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公司 2019 年年度财务报告被注册会计师出具“非标准审计报告”具体情况  

审计机构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公司 2019年度财务报表进行了审计，并出具

了带有“持续经营重大不确定性段落”的无保留意见审计报告。审计报告中持续经营重大不确定

性段落的内容为：  

“如《审计报告》（天健审〔2020〕3-102号）中“三、与持续经营相关的重大不确定性”所

述：我们提醒财务报表使用者关注，如财务报表附注二（二）及十二(二)所述，宏达股份公司涉

及的原子公司云南金鼎锌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云南金鼎公司）股权纠纷案，最高人民法院判决

宏达股份公司持有云南金鼎公司60%股权无效，扣除已经支付的增资款49,634.22 万元后，向云南

金鼎公司返还2003年至2012年获得的利润107,410.22万元，截至2019年12月31日，宏达股份公司

已向云南金鼎公司偿还利润24,324.93万元，尚余本金83,085.29万元，该事项表明存在可能导致

对宏达股份公司持续经营能力产生重大疑虑的重大不确定性。该事项不影响已发表的审计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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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董事会对带有“持续经营重大不确定性段落”的无保留意见审计报告发表了专项说明，

内容详见公司于2020年4月3日在上交所网站披露的《宏达股份董事会关于对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

2019年度带有“持续经营重大不确定性段落”的无保留意见审计报告的专项说明》。 

（二）该事项进展情况  

目前该案处于执行阶段，根据最高人民法院终审判决结果： 

1、云南金鼎锌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鼎锌业”）60%股权已办理至四原告名下； 

2、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已扣划公司银行存款合计 223,249,255.72元； 

3、公司根据生产经营及资金实际情况，分别于 2019年 12月 30日和 2020年 1月 19日，向

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指定账户支付利润返还款 2,000 万元和 3,000万元； 

4、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于 2020年 10月 9日 10时至 2020年 10月 10日 10时在云南省高级

人民法院淘宝网司法拍卖网络平台上对公司名下位于成都市的部分房产（处于司法冻结状态）进

行了第一次拍卖。截止拍卖结束时间，无竞买人报名参拍，本场拍卖流拍。  

5、公司持有的上述房产及四川信托 22.1605%股权仍处于被冻结状态。  

截至 2020年 9月 30日，公司尚需向金鼎锌业返还利润本金 800,852,899.68元，返还利润本

金公司已在 2018年年度报告中计入损益。根据 2019年度公司收到的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执行通

知书（（2019）云执 12号之一），公司需对尚未支付的返还利润计提延迟履行金，2020年 1-9

月公司计提延迟履行金 38,495,396.53元，该延迟履行金计入公司当期损益。  

公司董事会及管理层将继续加强与该诉讼案各方的沟通和协商，争取和保障公司的持续经营，

实事求是的履行判决义务。目前公司生产经营活动正常，内部生产经营秩序正常，若法院对该案

执行采取进一步措施，可能会对公司持续经营产生不利影响。公司将密切关注该案进展，根据该

案的执行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3.3 报告期内超期未履行完毕的承诺事项 

□适用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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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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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名称 四川宏达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黄建军 

日期 2020年 10月 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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