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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114                      证券简称：罗平锌电                        公告编号：2019-047 

云南罗平锌电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年度报告摘要 

一、重要提示 

本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规划，投资者应当到证监会指定媒

体仔细阅读年度报告全文。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异议声明 

姓名 职务 内容和原因 

声明 

除下列董事外，其他董事亲自出席了审议本次年报的董事会会议 

未亲自出席董事姓名 未亲自出席董事职务 未亲自出席会议原因 被委托人姓名 

尹晓冰 独立董事 因公出差 林建章 

非标准审计意见提示 

□ 适用 √ 不适用  

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普通股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计划不派发现金红利，不送红股，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优先股利润分配预案 

□ 适用 □ 不适用  

二、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罗平锌电 股票代码 002114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李尤立(董事长代理董事会秘书) 赵静 

办公地址 云南省罗平县罗雄镇长家湾 云南省罗平县罗雄镇长家湾 

电话 0874-8256825 0874-8256825 

电子信箱 lpxdgf@china.com 948534951@qq.com 

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公司主营业务为锌冶炼及锌产品加工、铅锌矿石采选、水力发电、资源综合利用和产品深加工项目。公司拥有锌矿开采、

水力发电、锌冶炼及锌产品加工相结合的主导产品产业链，具有一定的抗市场风险能力和盈利能力。 

1、公司的主要产品和用途 

主要产品为锌锭、电、铅精矿、锗精矿、银精矿、镉锭、超精细锌粉及副产物铅渣、铜精矿等。锌金属主要用于镀锌、

压铸合金、氧化锌、黄铜、电池等领域。铅金属主要用于铅酸蓄电池、铅材和铅合金，其他用途还包括氧化铅、铅盐、电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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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其他铅产品。 

2、公司主要产品的工艺流程 

公司原料焙烧矿经一次浸出得到中上清和底流。中上清经一、二、三段净化工序后，净化出滤液，滤液经电解和熔铸工

序后，冶炼成锌锭；底流经二次浸出得到滤液和渣，滤液返回一次浸出，渣经银浮选、压滤、回转窑挥发、多膛炉、吸收塔

等工序处理，产生浸出渣(含银)、浸出渣(含铅、锌、锗、镉)、次氧化锌及亚硫酸锌等。  

3、公司主要经营模式，包括生产模式和销售模式 

公司主营业务为水力发电、铅锌矿的开采、选矿、铅锌金属的冶炼及附属产品的提炼。公司的生产模式为：“电-矿-冶”

结合的一体化生产模式，自有矿山富乐铅锌矿及全资子公司德荣矿业、向荣矿业和宏泰矿业负责铅锌矿的开采和选矿，为公

司冶炼业务提供原料；水力发电站腊庄电厂提供电力供应；公司直属锌厂负责将锌精矿进行脱硫后的焙砂矿加工为锌锭并提

取银、锗、镉等附属产品；超细锌粉厂负责将粗锌加工成锌厂冶炼过程中的辅料，镉饼深加工为精镉锭后直接对外销售；综

合利用厂负责对浸出过程中产生的废渣-浸出渣进行综合回收利用。公司在“铅锌矿石、水电、锌冶炼”相结合的主导产品产

业链下实现了生产经营模式的优化，能有效降低产品生产成本，提高企业盈利能力。 

销售模式为直销方式，具体采用现货销售、点价销售、期货交割等销售方式。 

4、公司在全行业或区域市场的市场地位、竞争优势等情况 

公司在有色金属铅锌行业上市公司中总股本和总资产都相对较小，但公司产业链较为完整，生产管理规范，经过长期的

耕耘，在同行业中具备一定的知名度。为了进一步提升公司生产原料的自给率，近年来公司在加强对自有矿山进行采矿勘探

的基础上，采取走出去的战略，积极开展矿山的收购或整合工作，同时采取措施降低生产成本，增加盈利。2013年，公司通

过实施重大资产重组工作收购泛华矿业持有的普定县向荣矿业有限公司和普定县德荣矿业有限公司100%的股权。向荣矿业

和德荣矿业的铅锌矿石储量为36.37万金属吨和41.20万金属吨。2015年3月，为了夯实矿山原料基础，公司通过非公开发行股

票募集资金收购资产的方式收购二股东泛华矿业所属宏泰矿业100%的股权。2017年2月9日宏泰矿业100%的股权已变更至本

公司名下，其矿石储量为45.97万金属吨。 

 公司自备电站及参股电站水力发电装机总量为20.125万千瓦，其中：装机容量6万千瓦的自备水电站一座。在自备电站

的基础上，为提升公司水力发电能力，增强企业市场竞争优势，公司充分利用罗平水利资源丰富的有利条件，2002年，公司

投资1850万元，以37%的股份参股了装机4.125万千瓦的罗平县老渡口水电站的建设；2003年，公司投资3300万元，以33%的

股份参股了装机10万千瓦的兴义老江底水电站的建设。2009年4月，老江底电站因建设需要，决定在不变更股东及股权结构

的情况下，各股东同比例对其增资人民币4,000万元，公司按所持33%的股权比例出资1,320万元。2015年7月，老渡口电站为

了生产经营发展需要，决定按现持股比例以现金方式对其进行增资，增资总额为5000万元，罗平锌电此次出资人民币1850

万元,持股比例保持不变,仍持有老渡口公司37%的股权。公司投资参股的两水电站现已建成投产发电，并产生经济效益。报

告期内老渡口电站将其注册资本从10000万元按同比例减至8750万元，公司已收到云南省罗平县老渡口发电有限责任公司支

付的出资额对价款462.5万元，用于补充流动资金。 

5、报告期内，公司因环境隐患问题进行停产整改，报废了一批落后的固定资产，发生了大额的含铅废渣处置费、提质

整改费、停工损失费等费用。同时由于报告期末锌锭价格的持续走低，公司在年末计提了大量的存货跌价准备。以上因素共

同导致了2018年亏损幅度的增加。但是公司也以此次整改为契机，还清了历史旧账，轻装上阵。通过对部分固定资产进行更

新改造，对全体员工进行安全环保意识提升教育，对公司管理人员进行合规经营培训，为公司持续合规经营奠定了更好的基

础。 

3、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1）近三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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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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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 否  

单位：人民币元 

 2018 年 2017 年 本年比上年增减 2016 年 

营业收入 1,073,923,466.10 1,618,758,049.50 -33.66% 1,003,725,509.2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257,773,420.38 55,289,658.19 -566.22% 82,913,501.8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229,959,179.10 39,615,429.61 -680.48% 56,240,388.99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26,538,320.08 -11,350,131.97 2,095.91% 184,260,493.52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80 0.17 -570.59% 0.31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80 0.17 -570.59% 0.31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5.41% 3.25% -18.66% 9.66% 

 2018 年末 2017 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减 2016 年末 

资产总额 2,194,100,379.94 2,355,346,377.04 -6.85% 1,892,194,370.5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1,540,020,532.70 1,801,811,296.74 -14.53% 899,418,270.32 

（2）分季度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人民币元 

 第一季度 第二季度 第三季度 第四季度 

营业收入 307,312,068.44 285,390,428.56 181,440,886.38 299,780,082.7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7,764,770.90 -87,787,832.34 -60,603,377.72 -117,146,981.2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9,006,279.95 -84,304,561.04 -37,300,493.83 -117,360,404.18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3,879,283.58 111,664,218.44 69,108,147.69 21,886,670.37 

上述财务指标或其加总数是否与公司已披露季度报告、半年度报告相关财务指标存在重大差异 

□ 是 √ 否  

4、股本及股东情况 

（1）普通股股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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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862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

一个月末普通股股

东总数 

34,993 

报告期末表决权

恢复的优先股股

东总数 

0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一

个月末表决权恢复的

优先股股东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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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贵州泛华矿业

集团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18.80% 60,804,827 53,500,000 质押  

银华财富资本-

宁波银行-曾小

伟 

其他 3.28% 10,592,445    

海富通基金-宁

波银行-陈亚发 
其他 3.15% 10,173,5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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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基金-宁波

银行-陈忠明 
其他 3.15% 10,173,541    

华融晋商资产

管理股份有限

公司 

国有法人 1.59% 5,155,444    

张泽 境内自然人 1.12% 3,620,000    

孙加胜 境内自然人 0.81% 2,604,300    

叶燕华 境内自然人 0.76% 2,460,500    

李俊杉 境内自然人 0.62% 1,989,9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

说明 
孙加胜先生为贵州泛华矿业董事长、实际控制人孙汉宗先生的一致行动人。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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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6597600 股外，还通过民生证券公

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 32000000 股，实际合计持有 88597600 股。2.公司股

东孙加胜通过光大证券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 2604300 股，实际合计持有

2604300 股。3.公司股东叶燕华通过兴业证券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

2460500 股，实际合计持有 2460500 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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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3）以方框图形式披露公司与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 

 

5、公司债券情况 

公司是否存在公开发行并在证券交易所上市，且在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未到期或到期未能全额兑付的公司债券 

否 

三、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1、报告期经营情况简介 

公司是否需要遵守特殊行业的披露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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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 

固体矿产资源业 

公司需遵守《深圳证券交易所行业信息披露指引第 2 号——上市公司从事固体矿产资源相关业务》的披露要求 

（一）报告期锌行业发展状态 

2018年上半年锌价持续走低，三季度后震荡整理。沪锌及伦锌从2017下半年至2018年年初一直居于高位，在2018年2月

份，达到近五年的最高点，沪锌价格超过26000元/吨，而伦锌则超过3500美元/吨。2018年2月，沪锌较2017年年初上涨25.92%，

伦锌价格则较2017年年初上涨40.94%。但之后就进入持续下跌阶段，7月沪锌跌至20000元/吨附近，伦锌跌破2500美元/吨。

2018年7月之后，锌价呈现横盘整理。10月，沪锌小幅走高至23000元/吨，伦锌则升破2500美元/吨。其后，锌价仍持续走低。  

据工信部统计，2018年受环保整治及新建矿山有限等影响，我国锌精矿产量284万吨，同比下降4.9%，国内铅锌矿产资

源自给率不断下降。锌产量568万吨，同比下降3.2%。其中，随着国内企业对铅锌二次物料利用水平的提升，再生锌产量为

60万吨，同比增长56.8%，占锌产量比重达到10.5%。在进口上，锌精矿、精锌进口量分别为297万吨、72万吨，分别同比增

长21.5%、5.9%。 

本报告期末，由于锌锭价格的持续下跌，公司计提了大量的存货跌价准备约3200万元。 

（二）报告期公司生产经营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107,392.35万元，较上年同期的161,875.80万元减少了33.66%，主要原因是本期锌锭产量和

销量比上年同期下降；本期营业成本102,965.42万元，较上年同期的138,897.86万元减少25.87%，主要原因是本期受环境隐

患问题停产整改影响导致锌锭产量和销量减少所致；本期税金及附加1,821.29万元，比上年同期的2,130.61万元减少了

14.52%，主要原因是本期资源税、房产税、土地使用税及其他税收均比上年同期减少所致；本期管理费用17,720.86万元，

比上年同期的8,756.96万元增加了102.36%，主要原因是：（1）环境隐患问题整改，公司加大含铅废渣的处置力度，以支付

费用的方式委托具有处置资质和运输资质的单位进行含铅废渣处置而发生了5000余万元的废渣处置费；（2）环保部门要求

公司渣库必须实施闭库处理，该项工程已按计划进行建设施工，从而发生了1,300余万元的渣库闭库费用；（3）环境隐患问

题整改停产期间发生停工损失2000余万元；本期财务费用1,034.13万元，比上年同期的1,220.20万元减少了15.25%，主要原

因是上期非公发行股票募集资金补充了流动资金，偿还了部分短期借款，使得利息费用减少所致；本期生资产减值损失

3,589.92万元，比上年同期的1,398.46万元增加156.71%，主要原因是期末锌锭市场价格下跌，库存原材料和产品计提的存货

跌价准备大幅度增加及本期按账龄计提的坏账准备增加所致；本期公允价值变动收益-29.62万元，比上年同期的34.76万元减

少了185.21%，主要原因是本期年初锌锭未实现点价的交易在本期实现点价结算，冲回年初锌锭未实现点价结算产生的浮动

盈利所致；本期投资收益331.94万元，较上年同期的404.19万元减少了17.88%，主要原因是本期按权益法核算的参股公司盈

利减少所致；本期营业外支出3,547.66万元，比上年同期的790.49万元增加348.79%，主要原因是本期非流动资产毁损报废

损失、赞助支出及其他支出均比上年同期增加所致，其中提质整改过程中提前报废固定资产导致的损失3,200余万元；本报

告期内，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25,777.34万元，较上年同期的5,528.97万元减少了566.22%，主要原因是：（1）锌锭

价格持续下跌，且原料采购扣减的加工费逐渐下降，本期采矿量、加工量下降、职工薪酬上升，导致锌锭单位成本上升，致

使公司主产品-锌锭毛利率大幅度下降。（2）根据环境隐患问题整改要求，公司渣库含铅废渣必须按期清理处置完毕，公司

以支付费用的方式进行外运处置，导致发生大额处置费。同时，公司锌厂提质整改清理报废了大批固定资产，导致亏损增加。

（3）因锌冶炼停产整改，导致综合利用厂废渣回收的锌氧粉和亚硫酸锌不断增加，由于仓库库容有限等原因，为了保证工

艺正常运行，必须对库存锌氧粉和亚硫酸锌折价外销，导致亏损大幅度增加。（4）期末锌锭市场价下跌，库存原材料和产

成品计提的存货跌价损失较上年同期大幅度增加。 

公司利用环境隐患整改的契机，在对固定资产更新改造的同时，也努力培训提升全厂职工的环保安全意识和合规经营意

识。 

1、全力以赴实施环境隐患问题整改，公司面貌焕然一新，为公司今后发展打下坚实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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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计划处置以前年度留存含铅废渣，公司在制定2018年生产经营计划时对锌锭产量做出调减，将锌锭计划产量由以往年

度均产80,000吨调减至本年度51,000吨。但在2018年6月21日公司环境隐患问题出现后，根据曲靖市环境保护局的要求，公司

对铅锌生产线实行停产整改，全力以赴处理历史遗留含铅废渣。截止2018年8月30日，公司含铅废渣全部处理完毕，其中公

司综合利用厂处置9.81万吨，公司控股子公司天俊实业处置5.77万吨，其余则以支付费用的方式委托具有处理资质和运输资

质的单位处理。除此之外，公司还对部分老旧固定资产进行清理，发生固定资产报废损失3300余万元。同时，公司以此次整

改为契机，完善污水处理设施，改善防腐防渗设施，厂区实施亮化、美化、绿化等工程，公司形象已焕然一新。 

2、加强经营班子建设，发挥独立董事监督、规范作用。 

2018年，公司不断加强经营班子建设，引入对公司情况熟悉、经验丰富、善于管理和具有开拓精神的人才进入公司管理

层，进一步改善公司管理层结构、提升管理水平。同时，在年末改选了三名独立董事。三名专家的加入，对公司董事会的决

策进行了有效的监督，提高了公司决策的科学性和公正性，并在完善公司治理结构、促进公司规范运作、提升公司管理效益

和保护投资者特别是公众投资者利益等方面起到了积极作用。 

3、加强安全环保教育，提升全员合规经营意识 

报告期内公司多次组织相关人员和部门进行安全环保法律法规的学习。只有提高干部职工的安全环保意识，掌握安全环

保的生产知识，才能够在具体生产岗位操作中减少和避免各种安全、环保事故的发生。同时，公司保荐机构兴业证券股份有

限公司还两次对公司中层以上管理人员进行信息披露等法律法规的培训，强化全员合规经营意识。 

2、报告期内主营业务是否存在重大变化 

□ 是 √ 否  

3、占公司主营业务收入或主营业务利润 10%以上的产品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产品名称 营业收入 营业利润 毛利率 
营业收入比上年

同期增减 

营业利润比上年

同期增减 

毛利率比上年同

期增减 

锌锭 746,956,191.80 774,243,298.82 -3.65% -49.61% -41.72% -14.02% 

铅精矿 51,829,400.25 23,663,789.57 54.34% 119.02% 81.09% -13.48% 

锌精矿 50,027,991.98 25,521,107.65 48.99% 100.00% 100.00% —— 

锗精矿 43,934,174.16 13,486,238.54 69.30% 126.51% 35.54% 20.60% 

氧化锌粉 46,078,782.04 70,775,898.73 -53.60% 100.00 100.00 —— 

亚硫酸锌 30,787,705.98 65,651,485.04 -113.24% 100.00 100.00 —— 

4、是否存在需要特别关注的经营季节性或周期性特征 

□ 是 √ 否  

5、报告期内营业收入、营业成本、归属于上市公司普通股股东的净利润总额或者构成较前一报告期发生

重大变化的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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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面临暂停上市和终止上市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7、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1）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1. 重要会计政策变更 

本期因执行财政部有关规定导致的会计政策变更如下： 

序号 会计准则或规定 施行时间 是否影响公司财

务报表 

1 企业会计准则解释第9号-关于权益法下有关投资净

损失的会计处理 

2018年1月1日起施行 否 

2 企业会计准则解释第10号-关于以使用固定资产产生

的收入为基础的折旧方法 

2018年1月1日起施行 否 

3 企业会计准则解释第11号-关于以使用无形资产产生

的收入为基础的摊销方法 

2018年1月1日起施行 否 

4 企业会计准则解释第12号-关于关键管理人员服务的

提供方与接受方是否为关联方 

2018年1月1日起施行 否 

5 关于修订印发2018年度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通

知（财会〔2018〕15号） 

2018年1月1日起 是 

公司执行企业会计准则解释第9号、10号、11号、12号对公司财务报表无影响；公司执行财会〔2018〕15号规定对公

司财务报表部分项目的列报产生影响，对公司的利润和净资产没有影响。 

公司执行财会〔2018〕15号规定对公司年初财务报表的列报产生的具体影响为： 

变更后列报项目   金额   变更前列报项目   金额  

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 18,248,952.65 应收票据 1,628,600.00 

应收账款 16,620,352.65 

其他应收款 31,826,833.81 应收利息  

应收股利  

其他应收款 31,826,833.81 

固定资产 655,631,258.69 固定资产 655,631,258.69 

固定资产清理  

在建工程 20,306,856.06 在建工程 20,306,856.06 

工程物资  

应付票据及应付账款 79,312,537.38 应付票据  

应付账款 79,312,537.38 

其他应付款 7,752,941.63 应付利息 346,912.50 

应付股利  

其他应付款 7,406,029.13 

管理费用 87,569,569.22 
管理费用 89,968,002.39 

研发费用 2,398,433.17 

财务费用 12,201,958.20 财务费用 

12,201,958.20 其中：利息费用 18,099,848.04  

利息收入 5,298,793.24  

其他收益 3,094,682.02 其他收益 3,089,907.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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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业外收入 16,484,313.07 营业外收入 16,489,087.69 

（2）报告期内发生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 

（3）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 

（4）对 2019 年 1-3 月经营业绩的预计 

□ 适用 √ 不适用 

 

 

 

 

 

 

 

云南罗平锌电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9 年 4 月 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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