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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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

1.4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审议季度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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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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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总资产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资产

2,247,311,360.77

2,327,195,687.24

-3.43

85,740,946.53

48,490,044.45

76.82

年初至报告期末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量净额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量净额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量净额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
末

比上年同期增减
(%)

-16,501,233.52

29,934,828.73

-155.12

-11,864,197.34

-39,466,520.08

不适用

-39,336,579.07

-80,165,495.58

不适用

年初至报告期末
营业收入

本报告期末比上
年度末增减(%)

上年度末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
末

比上年同期增减
（%）

610,016,393.57

459,978,836.02

32.62

36,260,754.93

-15,290,381.67

不适用

-2,040,576.17

-16,016,549.54

不适用

54.03

-0.66

增加 54.69 个百分
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178

-0.0075

不适用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178

-0.0075

不适用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
利润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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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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期金额
说明

项目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

36,910,717.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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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20,727.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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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5,189.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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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468.36

所得税影响额

-835.04
合计

38,301,33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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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第一季度有色金属产销量情况
单位：吨
产品

2021 年第一季度
产量

产量同比变动比
例（%）

2021 年第一季度
销售量

销售量同比变动
比例（%）

12,100.73

0.35

13,302.99

5.10

锌锭（含锌合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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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6,444
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全称）

四川宏达实业有限公
司

新华联控股有限公司

期末持股
数量

546,237,405

175,436,620

比例
(%)

质押或冻结情况

持有有限
售条件股
份数量

26.88

0

8.63

股份状
态

数量

质押

540,000,000

冻结

546,237,405

质押

175,000,000

冻结

175,436,620

0

股东性
质
境内非
国有法
人
境内非
国有法
人

四川濠吉食品（集团）
100,000,000
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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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92

0

质押

100,000,000

境内非
国有法
人

30,800,999

境内非
国有法
人

20,000,000

境内非
国有法
人

金花投资控股集团有
限公司

100,000,000

30,800,999

1.52

0

质押

百步亭集团有限公司

20,000,000

0.98

0

质押

赵相革

12,295,783

0.61

0

未知

境内自
然人

徐开东

10,983,800

0.54

0

未知

境内自
然人

陈金星

8,732,067

0.43

0

未知

境内自
然人

陈绿茵

7,827,327

0.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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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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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股的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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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花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30,800,999

人民币普通股

30,800,999

百步亭集团有限公司

20,0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20,000,000

赵相革

12,295,783

人民币普通股

12,295,783

徐开东

10,983,800

人民币普通股

10,983,800

陈金星

8,732,067

人民币普通股

8,732,067

陈绿茵

7,827,327

人民币普通股

7,827,327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2.3

公司未知上述股东是否存在关联关系及一致行动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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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告期末(元)

应收款项融资

163,641,487.99

93,733,233.98

74.58

比期初增加主要是本期收到的
银行承兑汇票尚未到期所致。

预付款项

61,925,800.71

43,296,914.61

43.03

比期初增加主要是本期预付原
料款增加所致。

其他流动资产

11,442,074.37

17,578,910.47

-34.91

比期初减少主要是期末增值税
进项税额留抵额减少所致。

在建工程

57,668,029.60

42,754,242.82

34.88

比期初增加主要是本期在建工
程投入增加所致。

应付职工薪酬

16,581,539.62

39,113,130.28

-57.61

预计负债

上年度末(元)

16,922,600.00

增减比例（%）

-100.00

变动原因

比期初减少主要是本期已支付
上年末计提的工资、奖金所致。
比期初减少主要是本期根据判
决书对上年末预计负债进行确
认，并转入应付账款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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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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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业收入

610,016,393.57

459,978,836.02

32.62

营业成本

551,681,105.90

424,263,462.65

30.03

财务费用

18,281,486.29

资产处置收益

36,910,717.05

22,861,275.86

377,966.49

比上年同期增加主要是本期有
色产品价格比上年同期上涨，
和磷化工产品销售量、销售价
格比上年同期增加，同时原料
价格也上涨所致。

-20.03

根据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执
行裁定书》
（2019）云执 12 号，
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通过司法
网络平台拍卖、变卖公司部分
房产，抵偿应返还利润款，应
返还利润款本金减少，本期应
计延迟履行金减少所致。

9,665.61

根据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执
行裁定书》
（2019）云执 12 号，
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通过司法
网络平台拍卖、变卖公司部分
房产，资产处置收益增加所致。

3、 现金流量表项目
年初至报告期期
末金额（元）

项目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净额

-16,501,233.52

上年年初至报告
增减比例(%)
期期末金额（元）
29,934,828.73

-155.12

变动原因
比上年同期减少主要是本期购买商
品、接受劳务支付的现金增加所致。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净额

-11,864,197.34

-39,466,520.08

不适用

主要是上期根据最高人民法院终审
判决结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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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9,336,579.07

-80,165,495.58

不适用

主要是上期偿还四川宏达实业有限
公司借款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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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 2020 年度财务报告被会计师事务所出具带与持续经营相关的重大不确定性段落的
保留意见审计报告的说明
公司董事会对该保留意见审计报告涉及事项的专项说明如下：
（一）董事会的意见
1、四川华信(集团)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公司 2020 年度财务报告出具了保留意
见审计报告，对于年审机构出具的审计报告意见类型，董事会无异议。
6 / 10

2021 年第一季度报告

2、2020 年四川信托 TOT 项目停发，出现流动性问题；因四川信托违反审慎经营规则，监管
部门联合地方政府派出工作组，加强对四川信托的管控。
在 2020 年度财务报告编制期间，根据财务报告内部控制相关政策和程序，公司一直持续跟踪
四川信托的风险处置情况，适时收集相关信息，以便恰当编制 2020 年度财务报告。公司通过包括
多次致函、现场沟通及聘请评估机构等方式，希望经过各方面的努力进一步获取有关四川信托的
信息，但均未取得能够充分支持公司对所持四川信托股权减值作出可靠估计的必要资料。
基于前述情况，公司在回顾分析四川信托 2019 年的审计报告和 2020 年 9 月 30 日的财务报表
的基础上，结合监管部门给予四川信托的行政处罚决定书（川银保监罚决定[2021]9 号），根据
《企业会计准则第 8 号—资产减值》的规定，对持有四川信托长期股权投资进行减值测试，从防
范因乐观估计而误导报表使用者的角度，公司基于《企业会计准则——基本准则》第十八条的规
定，谨慎考虑，认为对四川信托股权投资全额计提资产减值是当前相对合理的判断。
3、因涉及金鼎锌业合同纠纷诉讼，截至目前，公司原 3 处房产已完成司法处置，处置价款合
计 309,177,032 元，用于公司向金鼎锌业支付利润返还款。扣除上述处置价款后，公司尚需向金
鼎锌业返还利润本金 491,675,867.68 元，返还利润本金公司已在 2018 年年度报告中计入损益，
公司对尚未支付的返还利润计提延迟履行金，延迟履行金计入公司当期损益。
4、年审机构对公司 2020 年度财务报告出具了保留意见审计报告。年审机构未发现非标准审
计意见涉及事项存在明显违反企业会计准则及其相关信息披露规范性规定的情形。
5、公司目前主营有色金属锌的冶炼和销售，以及磷化工产品生产和销售。公司当前生产经营
正常，相关银行账户能够正常使用，资金支付回笼流转正常，流动资金能够满足日常经营的基本
需要。
（二）公司关于消除该事项及其影响的措施
为保障公司持续、稳定、健康的发展，切实维护公司和全体股东利益，尽快消除前述影响公
司持续经营的不确定因素，公司将采取以下措施：
1、公司对四川信托长期股权投资全额计提减值准备，是基于会计准则所作出的估计，是会计
处理的一种专业判断，并非管理层放弃维护所持四川信托股权价值的努力，公司董事会和管理层
仍然会尽可能采取一切可能采取的措施，努力主张公司所持四川信托的股权权益，维护全体股东
利益，特别是中小股东的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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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公司董事会及管理层将继续加强与金鼎锌业合同纠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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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将密切关注后续相关进展，根据该案的执行
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3、围绕公司主业，强化冶化结合比较竞争优势，根据公司产品市场竞争形势，稳固现有市场，
进一步扩大优势产品市场份额，积极推进产品结构调整，拓展产品销售渠道，努力提升公司整体
收入和利润水平。
4、加强内部管理，降低制造成本和管理费用，积极推进改革创新，优化人员配置，提升经营
管理效率，增强持续经营能力。
5、继续加强与金融机构沟通，与相关银行建立良好的合作关系，确保贷款正常周转，并积极
拓展其他融资渠道；加强资金使用的预算控制，科学预计现金流入和支出金额，满足日常支出及
偿债需要；同时保持与供应商长期良好的合作关系，合理调度资金。
6、优化资源配置，推动闲置资产处置，提高资产运行效率。
7、进一步提升规范运作和治理水平，完善公司内部控制体系建设，提高风险防范能力，为公
司长远发展提供有力保障。
监事会对《董事会关于对审计机构出具的 2020 年度保留意见审计报告涉及事项的专项说明》
发表如下意见：
1、监事会认为《董事会关于对审计机构出具的 2020 年度保留意见审计报告涉及事项的专项
说明》客观、真实，符合实际情况。监事会同意董事会的上述说明及意见。
2、监事会将持续关注董事会和经营层相关工作的推进情况，提请公司董事会和经营层积极采
取有效措施，努力降低和消除保留意见涉及事项对公司的影响,切实维护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合法权
益。
公司独立董事对公司 2020 年度财务报告被出具的保留意见审计报告发表如下意见：
1、我们审阅了董事会《关于对审计机构出具的 2020 年度保留意见审计报告涉及事项的专项
说明》，认为公司董事会关于保留意见审计事项的说明是客观的，我们同意公司董事会的相关说
明及意见。
2、我们提请公司董事会和经营层高度重视涉及事项,积极采取有效措施,努力降低和消除保留
意见涉及事项对公司的影响,切实维护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合法权益。
二、金鼎锌业合同纠纷重大诉讼事项的进展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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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目前，公司原 3 处房产因该诉讼事项已完成司法处置，处置价款合计 309,177,032 元，
用于公司向金鼎锌业支付利润返还款。
（1）公司原名下位于四川省成都市房产 1 套（《房屋所有权证》【成房权证监证字第 1592654
号】，面积 140.73 ㎡）司法拍卖成交，拍卖价款为 3,124,184 元，产权过户登记手续已办理完
毕。
（2）公司原名下位于四川省成都市商业用房、办公房、车库（《房屋所有权证》【成房权证
监 证字第 1534419 号】房权证 0813299 号，面积 26739.79 ㎡）以物抵债，以物抵债价款为
269,561,376 元，产权过户登记手续尚在办理中。
（3）公司名下位于四川省成都市的房屋 1 套（房权证 1374902 号，面积 873.28 ㎡）于 2021
年 1 月 6 日 10 时起 60 日期间（竞价周期与延除外）在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淘宝网司法拍卖
网络平台上进行公开变卖活动，2021 年 3 月 5 日变卖成交，变卖价款为 36,491,472 元，产权过
户登记手续已办理完毕。
上述 3 处房产司法处置情况详见公司于 2021 年 1 月 7 日和和 3 月 26 日在指定媒体和上海证
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披露的《宏达股份关于公司部分房产将被第二次拍卖
的公告》（临 2021-001）和《宏达股份关于前期重大民事诉讼的进展公告》（临 2021-012）。
截至本报告披露日，公司尚需向金鼎锌业返还利润本金 491,675,867.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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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 1-3 月公
司计提延迟履行金 889.43 万元，延迟履行金计入公司当期损益。
三、剑川益云与金鼎锌业买卖合同纠纷诉讼事项的进展情况
公司于 2021 年 1 月 14 日收到云南省大理白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
（2020）云
29 民初 474 号。一审法院判决由被告剑川益云偿还原告金鼎锌业货款 35,454,318.39 元及该款项
自 2020 年 9 月 27 日起至付清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公布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同期贷
款市场报价利率（LPR）的 1.5 倍计算的逾期付款资金占用费；由剑川益云负担案件受理费 234,312
元及保全费 5,000 元。驳回原告金鼎锌业的其他诉讼请求。内容详见公司与 2021 年 1 月 16 日在
指定媒体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披露的《关于公司和全资子公司涉
及诉讼一审判决结果的公告》
（临 2021-002）
。
金鼎锌业不服一审判决，向云南省高级人员法院提起上诉。截至目前，公司尚未收到二审法
院的相关法律文书。公司名下坐落于四川什邡经济开发区北区（紫竹路与亭江大道交汇处）的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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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一宗（不动产权证号：川[2020]什邡市不动产权第 0005299 号；面积：45,853.60 平方米）和
剑川益云名下的部分资产尚处于查封冻结状态。
四、剑川益云与剑川鹏发锌业有限公司合同纠纷
剑川鹏发锌业有限公司以合同纠纷为由向云南省大理州白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诉请剑川益云偿还管理维护费 80 万元，并支付违约金 1600 万元，公司承担连带责任。截至 2020
年末，该诉讼一审尚在审理中。
2021 年 2 月，云南省大理州白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作出一审判决，认为原告请求部分成立，
一审判决：
1、确认原告剑川鹏发锌业有限公司与被告剑川益云 2019 年 5 月 23 日签订的《尾矿库管理费、
维护费协议》于 2020 年 5 月 11 日解除；
2、被告剑川益云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三十日内向原告支付管理费、维护费 80 万元及违约金
1,600 万元，两项共计 1,680 万元；
3、驳回原告剑川鹏发锌业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 122600 元由剑川益云负担。
剑川鹏发锌业有限公司不服一审判决，向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截至目前，公司尚
未收到二审法院的相关法律文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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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定代表人
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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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宏达股份有限公司
黄建军
2021 年 4 月 28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