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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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负责人郑任发、总经理汪春华、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方智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

管人员)周芳声明：保证季度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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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溯调整或重述原因

会计政策变更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

度末增减

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后

总资产（元） 16,977,369,289.08 16,295,910,774.45 16,295,910,774.45 4.1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元）

9,588,602,867.94 9,586,701,904.06 9,586,701,904.06 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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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96,831,081.45 -6.34% 2,280,504,326.66 -4.4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元）

371,244,455.76 -15.88% 1,107,730,568.06 -9.2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元）

372,502,498.79 -12.80% 1,097,541,533.87 -7.00%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元）

-- -- 1,634,783,603.99 13.60%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8 -14.29% 0.53 -8.62%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8 -14.29% 0.53 -8.62%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3.95% -0.96% 11.48% -2.02%

会计政策变更的原因及会计差错更正的情况

2019年4月30日， 财政部发布 《关于修订印发2019年度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通知》

（财会〔2019〕6号），对企业财务报表格式进行相应调整，将利润表中“管理费用” 项目下分

拆“管理费用” 和“研发费用” 明细项目列报；明确实际收到的政府补助在“收到其他与经营

活动有关的现金”项目填列。本公司对该项会计政策变更采用追溯调整法，对2018年1-9月的

财务报表列报项目进行追溯调整。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适用□不适用

单位：人民币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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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469,562.85

主要为粤高科转让 “蓝色通

道” 相关知识产权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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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46,092.93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84,324.89

减：所得税影响额 1,771,748.41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429,451.71

合计 10,189,034.1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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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一一非经常性损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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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一一非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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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一一非经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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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6,0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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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东省交通集

团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24.56% 513,412,507 410,032,765

广东省公路建

设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22.30% 466,325,020

亚东复星亚联

投资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9.68% 202,429,149

西藏赢悦投资

管理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4.84% 101,214,574

广东省高速公

路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2.53% 52,937,491 19,582,228

广发证券股份

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1.45% 30,364,372

中国人寿保险

股 份 有 限 公

司－分红－个

人 分 红

-005L-FH002

深

其他 1.26% 26,372,664

中国人寿保险

股 份 有 限 公

司－传统－普

通 保 险 产 品

-005L-CT001

深

其他 1.17% 24,436,318

中国农业银行

股 份 有 限 公

司－景顺长城

能源基建混合

型证券投资基

金

其他 0.95% 19,909,303

冯梧初 境内自然人 0.94% 19,664,7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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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东省公路建设有限公司 466,325,020 人民币普通股 466,325,020

亚东复星亚联投资有限公司 202,429,149 人民币普通股 202,429,149

广东省交通集团有限公司 103,379,742 人民币普通股 103,379,742

西藏赢悦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101,214,574 人民币普通股 101,214,574

广东省高速公路有限公司 33,355,263 人民币普通股 33,355,263

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30,364,372 人民币普通股 30,364,372

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分

红－个人分红-005L-FH002深

26,372,664 人民币普通股 26,372,664

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传

统－普通保险产品-005L-CT001

深

24,436,318 人民币普通股 24,436,318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景

顺长城能源基建混合型证券投资

基金

19,909,303 人民币普通股 19,909,303

冯梧初 19,664,788

人民币普通股 17,564,325

境内上市外资

股

2,100,463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

说明

广东省交通集团有限公司为广东省公路建设有限公司、广东省高速公路有限公司的控

股母公司。未知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及是否属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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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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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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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产负债表项目与本年初相比

1、预付款项

预付款项比年初增加1,581万元，增幅826.56%，主要是广东高速科技投资有限公司预付取

消省界收费站项目工程款。

2、应收股利

应收股利比年初增加938万元，增幅778.41%，主要是本期新增应收赣州康大高速公路有

限责任公司现金股利。

3、其他非流动资产

其他非流动资产比年初增加3,898万元，增幅39.06%，主要是佛开高速三堡至水口段扩建

工程待抵扣进项税额和预付工程款增加的影响。

4、预收款项

预收款项比年初增加592万元，增幅49.19%，主要是广东高速科技投资有限公司预收的电

子不停车收费系统（ETC）采购款。

5、其他应付款

其他应付款包含应付利息、应付股利和其他应付款。

其中，应付利息比年初增加1,636万元，增幅182.31%，主要是公司计提的中期票据利息的

增加。其他应付款比年初增加12,754万元，增幅77.25%，主要是公司向广东广惠高速公路有限

公司借入的一年期委托贷款增加。

6、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

比年初减少181,913万元，减幅72.81%，是公司偿还到期借款和长期借款重分类至该科目

的综合影响。

7、长期借款

比年初增加174,682万元，增幅58.56%，为公司新增借款、提前偿还借款和重分类至一年内

到期的非流动负债的综合影响。

8、应付债券

比年初增加67,801万元，为公司发行的面值为68,000万元的5年期中期票据按实际利率法

确认的账面价值。

（二）利润表项目与上年同期相比

1、营业收入

比上年同期减少10,613万元，减幅4.45%，主要是以下因素的综合影响：佛山一环主线、云

湛高速、高恩高速通车，分流佛开高速部分车流，使佛开高速通行费收入减少；受虎门大桥

2019年8月起实施货车以及40座以上大巴车限制通行、南沙大桥通车、番莞高速一期通车分流

车辆等因素综合影响使京珠高速公路广珠段通行费收入减少；因车流量自然增长佛山一环部

分路段封闭改造导致的车流量增加，广佛高速通行费收入略有增加。

2、研发费用

研发费用比上年同期减少303万元，减幅100%，主要是公司本年未发生研发支出。

3、资产处置收益

比上年同期减少5,324万元，减幅80.22%，主要是去年同期京珠高速公路广珠段有限公司

确认珠海高新区管委会回购广澳高速珠海段4.213公里高速公路资产处置收益和本期广东高

速科技投资有限公司确认“蓝色通道” 资产处置收益的综合影响。

（三）现金流量表主要项目说明

1、支付的各项税费

主要核算本期实际支付的所得税、增值税及其附加税费等。本期同比减少34,985万元，减

幅53.01%，主要是上年同期广东省佛开高速公路有限公司（已注销）缴纳评估增值企业所得

税费和年度企业所得税费，本期无该因素影响。

2、处置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收回的现金净额

本期同比减少21,422万元，减幅93.88%。主要是上年同期京珠高速公路广珠段有限公司收

到珠海高新区管委会转来的广澳高速珠海段4.213公里高速公路资产补偿款，本期无该因素影

响；本期广东高速科技投资有限收到转让“蓝色通道” 相关知识产权资产组资金。

3、取得借款收到的现金

同比增加249,770万元，增幅198.39%，原因主要是母公司本期借款同比增加。

4、偿还债务所支付的现金

同比增加152,652万元，增幅102.62%，原因主要是母公司本期偿还借款同比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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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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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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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境

内

外

股

票

60181

8

光

大

银

行

517,560,

876.80

公允

价值

计量

870,443,

292.80

409,343,

602.56

37,876,

045.98

926,904,

479.36

其 他

权 益

工 具

投资

自筹

合计

517,560,

876.80

--

870,443,

292.80

0.00

409,343,

602.56

0.00 0.00

37,876,

045.98

926,904,

479.36

-- --

证券投资审批董

事会公告披露日

期

2009年07月22日

证券投资审批股

东会公告披露日

期（如有)

2009年08月07日

五、委托理财

□适用√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委托理财。

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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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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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待方式 接待对象类型 调研的基本情况索引

2019年07月09日 实地调研 机构

（一）调研的主要内容：（1）公司日常经

营情况；（2）公司财务数据解析；（3）公

司发展战略；（4） 公司对行业的分析。

（二）调研的主要资料：公司定期报告等

公开资料。

2019年08月30日 电话沟通 机构

（一）调研的主要内容：（1）公司日常经

营情况；（2）公司财务数据解析；（3）公

司发展战略；（4） 公司对行业的分析。

（二）调研的主要资料：公司定期报告等

公开资料。

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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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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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东省高速公路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证券代码：000429、200429� �证券简称：粤高速Ａ、粤高速Ｂ 公告编号：2019-040

第三季度

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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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负责人赵国柱、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司晓红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

金宝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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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

末增减（%）

总资产 1,293,433,176.23 1,288,065,713.77 0.4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1,166,385,085.22 1,151,680,512.69 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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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920,659.49 11,252,449.04 -56.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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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0,333,348.59 138,826,651.57 -13.3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4,704,572.53 20,461,020.46 -28.1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13,864,483.93 19,866,662.71 -30.21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27 1.80 减少0.53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5 0.06 -16.67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5 0.06 -16.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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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9月）

年初至报告期末金额

（1-9月）

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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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0,935.75 1,085,299.61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58,844.00 -23,539.18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50,790.39 -100,921.16

所得税影响额 -112,556.14 -120,750.67

合计 138,745.22 840,088.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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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0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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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甘肃省农垦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45,819,636 14.27 0 无 0 国有法人

甘肃黄羊河农工商（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42,729,215 13.31 0 无 0 国有法人

甘肃省农垦资产经营有限公司 19,687,266 6.13 0 无 0 国有法人

北京刚乾腾旭投资有限公司 12,974,849 4.04 0 无 0

境内非国有

法人

永新华韵文化产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9,550,077 2.97 0 无 0

境内非国有

法人

易武 4,781,042 1.49 0 无 0 境内自然人

甘肃省国有资产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3,307,900 1.03 0 无 0 国有法人

周玉红 2,774,000 0.86 0 无 0 境内自然人

邱克凡 2,035,229 0.63 0 无 0 境内自然人

虞晓红 2,025,275 0.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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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甘肃省农垦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45,819,636 人民币普通股 45,819,636

甘肃黄羊河农工商（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42,729,215 人民币普通股 42,729,215

甘肃省农垦资产经营有限公司 19,687,266 人民币普通股 19,687,266

北京刚乾腾旭投资有限公司 12,974,849 人民币普通股 12,974,849

永新华韵文化产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9,550,077 人民币普通股 9,550,077

易武 4,781,042 人民币普通股 4,781,042

甘肃省国有资产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3,307,900 人民币普通股 3,307,900

周玉红 2,774,000 人民币普通股 2,774,000

邱克凡 2,035,229 人民币普通股 2,035,229

虞晓红 2,025,275 人民币普通股 2,025,275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甘肃省农垦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甘肃黄羊河农工商（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甘肃省农垦资产经营有限公司和甘肃省国有资产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是一致

行动人，上述四家与其他股东之间无关联关系。其他股东之间公司未知是否

存在关联关系、是否是一致行动人。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的说

明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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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期末，货币资金比期初减少23750.99万元，下降72.30%，主要是增加理财投资所

致。

（2）报告期末，应收票据比期初减少1690.97万元，下降71.47%，主要是当期支付货款大量

使用收到的银行承兑汇票、改变结算方式所致。

（3）报告期末，预付款项比期初增加93.46万元，增长115.11%，主要是当期甘肃莫高阳光

环保科技有限公司材料采购增加所致。

（4）报告期末，其他应收款比期初增加144.69万元，增长88.63%，主要是销售人员备用金

增加所致。

（5）报告期末，其他流动资产比期初增加25143.81万元，增长3382.75%，主要是增加理财

投资所致。

（6）报告期末，其他非流动资产比期初增加13.50万元，增长31.04%，主要是公益性资产一

一防护林带增加投入所致。

（7）报告期末，应付职工薪酬比期初减少143.84万元，下降37.36%，主要是薪酬结算所致。

（8）报告期末，应交税费比期初减少1153.66万元，下降48.82%，主要是企业所得税结算所

致。

（9）报告期末，长期借款比期初增加2050.32万元，增长250.99%，主要是子公司甘肃莫高

聚和环保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工程项目取得银行借款所致。

（10）报告期，税金及附加比上年同期减少318.90万元，同比下降37.66%，主要是营业收入

下降和国家政策降税降费所致。

（11）报告期，财务费用比上年同期减少373.20万元，主要是定期存款利息增加所致。

（12）报告期，投资收益比上年同期减少463.00万元，同比下降79.13%，主要是理财尚未到

期、收益未实现所致。

（13）报告期，净利润比上年同期减少649.79万元，同比下降36.20%，主要是公司葡萄酒业

务下滑、收入下滑所致。

（14） 报告期，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比上年同期减少633.18万元， 同比下降

56.27%，主要是公司葡萄酒业务下滑、收入下降所致。

（15） 报告期， 购建固定资产、 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支付的现金比上年同期增加

616.46万元，同比增长54.87%，主要是子公司甘肃莫高聚和环保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项目建设

开工所致。

（16）报告期，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比上年同期增加3865.91万元，主要是上年同

期子公司甘肃莫高阳光环保科技有限公司偿还银行借款1829.92万元、本期子公司甘肃莫高聚

和环保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增加建设借款2020.61万元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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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期，本公司以不低于评估值1952.42万元的价格通过产权交易机构公开挂牌出售公司

位于甘肃省兰州市城关区东岗西路街道农民巷8号第8层房产。上述房产出售事宜及进展情况

详见公司于2019年8月29日、2019年10月26日刊登在 《证券时报》 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的《关于出售房产的公告》（公告编号：临2019-31）和《关于出售房产的

进展公告》（公告编号：临2019-33）。截至本报告披露日，上述出售房产产权过户手续正在办

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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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名称 甘肃莫高实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赵国柱

日期 2019年10月29日

证券代码：600543� � � �证券简称：莫高股份 公告编号：临2019-34

甘肃莫高实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2019年1-9月经营数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行业信息披露指引第十四号一一酒制造》、《关于做好上

市公司2019年第三季度报告披露工作的通知》的相关规定，现将公司2019年1-9月主要经营数

据（未经审计，提醒投资者审慎使用该等数据）公告如下：

一、2019年1-9月主要经营情况

1、葡萄酒产品按产品档次分类情况：

单位：万元币种：人民币

产品名称 2019年1-9月营业收入 2018年1-9月营业收入 增减变动幅度（%）

中高档 5866.81 7,455.92 -21.31

普通 2946.45 3,612.56 -18.44

合计 8,813.26 11,068.48 -20.38

2、葡萄酒产品按销售渠道分类情况：

单位：万元币种：人民币

渠道类型 2019年1-9月营业收入 2018年1-9月营业收入 增减变动幅度（%）

直销 3164.27 3,862.41 -18.06

批发代理 5648.99 7,206.07 -21.61

合计 8,813.26 11,068.48 -20.38

3、葡萄酒产品按地区分布分类情况：

单位：万元币种：人民币

区域名称 2019年1-9月营业收入 2018年1-9月营业收入 增减变动幅度（%）

省内 3856.49 5,351.37 -27.93

省外 4956.77 5,717.11 -13.30

合计 8,813.26 11,068.48 -20.38

二、2019年1-9月经销商变动情况：

单位:个

区域名称 报告期末经销商数量 报告期内增加数量 报告期内减少数量

省内 114 6 23

省外 258 14 16

合计 372 20 39

特此公告。

甘肃莫高实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一九年十月三十一日

甘肃莫高实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代码：600543� � � �公司简称：莫高股份

第三季度

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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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593,084,715.61 4,804,338,993.07 -4.4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2,282,081,540.21 2,217,810,692.78 2.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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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990,147.65 377,432,300.22 -90.73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313,220.91 -152,014,789.45 不适用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44,847,571.10 -263,991,228.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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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48,681,551.65 3,549,634,899.70 -47.9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73,699,219.91 16,536,131.86 345.6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

性损益的净利润

58,998,966.64 18,054,723.93 226.78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3.28 0.33 增加2.95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363 0.0081 348.15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363 0.0081 348.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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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9月）

年初至报告期末金额

（1-9月）

说明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 3,147,855.15 6,734,504.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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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75,151.20 5,752,96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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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11,745.65 2,235,210.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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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050.76 -15,524.74

所得税影响额 938,561.81 -6,898.35

合计 9,358,263.05 14,700,253.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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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9,3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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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质押 540,000,000

境内非国有法人

冻结 6,237,405

新华联控股有限

公司

195,547,610 9.62 0 质押 195,000,000 境内非国有法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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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0,000,000 4.43 0 质押 80,000,000 境内非国有法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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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川川商发展控

股集团有限公司

10,020,000 0.49 0 未知 境内非国有法人

陈金星 8,587,467 0.42 0 未知 境内自然人

张文林 4,680,000 0.23 0 未知 境内自然人

李康 4,152,420 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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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5,547,610 人民币普通股 195,547,6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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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0,0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90,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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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川川商发展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10,020,000 人民币普通股 10,020,000

陈金星 8,587,467 人民币普通股 8,587,467

张文林 4,680,000 人民币普通股 4,680,000

李康 4,152,420 人民币普通股 4,152,42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四川川商发展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为四川宏达（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宏达集团” ）的参股公司，宏达集团持有四川川商发展控股集团有

限公司17.28%股权，宏达集团与公司第一大股东宏达实业受同一实际控

制人控制。公司未知其他股东是否存在关联关系及一致行动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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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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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应收票据 65,028,304.10 26,558,117.67 144.85

比期初增加主要是本期销售部分商品收

到银行承兑汇票增加所致。

应收账款 29,869,146.10 1,966,312.98 1,419.04

比期初增加主要是本期部分销售订单采

用先货后款方式结算， 尚未到收款期所

致。

预付账款 59,685,820.34 30,688,708.90 94.49

比期初增加主要是控股子公司绵竹川润

预付搬迁款增加所致。

其他流动资产 23,841,613.61 37,593,956.48 -36.58

比期初减少主要是期末增值税进项税额

留抵额减少所致。

应付职工薪酬 20,646,803.61 50,343,176.02 -58.99

比期初减少主要是本期支付上期工资、

奖金所致。

其他应付款 1,116,073,015.38 1,314,603,134.09 -15.10

比期初减少主要是根据最高人民法院终

审判决结果， 公司已支付返还利润款

223,249,255.72元人民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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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营业总收入 1,848,681,551.65 3,549,634,899.70 -47.92

比上年同期减少主要是根据最高人民法

院作出的终审判决 （《民事判决书》

（2017）最高法民终915号），判决公司持

有金鼎锌业60.00%的股权无效， 公司不

再将原控股子公司金鼎锌业纳入合并范

围所致。

营业成本 1,664,441,571.19 2,870,637,175.10 -42.02

税金及附加 9,133,830.17 99,583,944.81 -90.83

销售费用 45,530,696.45 66,210,944.03 -31.23

管理费用 116,733,015.04 299,958,025.68 -61.08

研发费用 795,422.34 6,990,977.20 -88.62

财务费用 69,604,645.92 97,721,712.17 -28.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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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990,147.65 377,432,300.22 -90.73

比上年同期减少主要是根据最高人民法

院作出的终审判决 （《民事判决书》

（2017）最高法民终915号），判决公司

持有金鼎锌业60.00%的股权无效， 公司

不再将原控股子公司金鼎锌业纳入合并

范围所致。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1,313,220.91 -152,014,789.45 不适用

比上年同期增加主要是本期处置固定资

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收回的现

金净额增加所致。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44,847,571.10 -263,991,228.74 不适用

主要是根据最高人民法院作出的终审判

决（《民事判决书》（2017）最高法民终

915号），判决公司持有金鼎锌业60.00%

的股权无效，公司不再将原控股子公司

金鼎锌业纳入合并范围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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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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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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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3-24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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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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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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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4月2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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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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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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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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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将对公司位于成都市的部分房产（处于司法冻结

状态）进行司法拍卖，目前法院已启动对上述房产的资产评估和拍卖程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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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详见公司分别于2019年1月29日、2月12日、5月14日、5月30日、6月29日和7月10日在指

定媒体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披露的《宏达股份关于收到法院执

行裁定书的公告》（临2019-005）、《宏达股份关于收到法院执行裁定书的公告》（临

2019-007）、《宏达股份关于公司部分资金被冻结的公告》（临2019-021）、《宏达股份关于公

司工会专用账户资金解除冻结的公告》（临2019-024）、《宏达股份关于收到法院执行裁定书

的公告》（临2019-025）和《宏达股份关于公司冻结资金被扣划的公告》（临2019-026）。

截至2019年9月30日，根据最高人民法院终审判决结果，公司需向金鼎锌业返还利润款本

金850,852,899.68元；公司根据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执行通知书计算，2019年1-9月公司应付返

还利润款延迟履行金39,662,111.47元。

目前，公司董事会及管理层正积极与相关方沟通和协调，争取和保障公司的持续经营与

合法履行法院判决。公司当前生产经营基本正常，相关银行账户能够正常使用，流动资金能够

满足日常经营的基本需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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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名称 四川宏达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黄建军

日期 2019年10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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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宏达股份有限公司

2019年第三季度有色金属

产品产销数据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四川宏达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行业信息披

露指引第二十八号一一有色金属》等相关要求，现将2019年第三季度有色金属产品产销数据

披露如下：

一、2019年第三季度有色金属产品产量情况

单位：吨

产品 2019年第三季度产量 2018年第三季度产量 同比变动比例（%）

锌锭(含锌合金) 18464.321 10153.376 81.85

合计 18464.321 10153.376 81.85

二、2019年第三季度有色金属产品销量情况

单位：吨

产品 2019年第三季度销量 2018年第三季度销量 同比变动比例（%）

锌锭(含锌合金) 19711.531 13665.517 44.24

合计 19711.531 13665.517 44.24

三、其他说明

以上生产数据来自公司内部统计，为投资者及时了解公司生产经营概况之用，该等数据

未经审计，也未对公司未来经营情况作出任何预测或保证，敬请投资者审慎使用。

特此公告。

四川宏达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10月31日

信息披露

Disclos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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