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四川银山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二 O 一八年第三季度报告 

 

§1 重要提示 

1.1 本公司董事会及董事保证本报告所载资料不存在虚假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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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公司本季度报告未经审计。 

1.3  公司总经理邹文彬先生、财务机构负责人林荔女士声明：

保证季度报告中财务会计报告的真实、完整。 

 

§2 公司基本情况 

2.1 公司基本信息 

股份简称 银化 3 

股份代码 400018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  名 林  荔  

联系地址 四川省内江市资中县  

电  话 0832－5452216  

传  真 0832－5452216  

电子信箱 zzyshg@163.com  

2.2 财务资料 

2.2.1 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单位：人民币元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期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 

度期末增减（%） 

总资产 92,576,609.37 44,785,045.84 106.71 

股东权益（不含少数股东权益） -1,209,174,597.85 -1,256,500,994.49  

每股净资产 -10.57 -10.98  

 年初至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 



比上年同期增减（%）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3,005,190.36  

每股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0.03  

 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 

比上年同期增减（%） 

净利润 31,174,575.09 —40,947,042.62  

每股收益 0.27 -0.36  

净资产收益率 -2.49 -3.25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资产收益率 -2.49 -3.25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 金额 

投资收益 0.00 

补贴收入 0.00 

营业外收入 75,085,596.13 

营业外支出 2,804,000.00 

合计 72,281,596.13 

2.2.2 报告期末股东总数及前十名可转让股股东持股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股东总数（户） 8603 

前十名可转让股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全称） 期末持有可转让股的数量 种类（A、B、H 股或其它） 

赖  顺  兴 3196888 其它 

吴      旗 832400 其它 

谢  卫  成 580210 其它 

瞿  关  康 545733 其它 

林  少  廷 476277 其它 

吴  志  玲 460148 其它 

袁  文  君 448056 其它 

宋  忠  尧 399252 其它 

何  壬  薷 323311 其它 

霍  星  阳 300000 其它 

 

§3  重要事项 

3.1  公司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大幅度变动的情况及原

因 

□适用       √不适用 



3.2  重大事项进展情况及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适用       √不适用 

3.3  公司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承诺事项履行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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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幅度变动的警示及原因说明 

√适用       □不适用 

预计 2018年公司仍将继续亏损。 

 

§4 附录 

4.1资产负债表 

4.2 利润表 

4.3 现金流量表 

4.4 审计意见 

第一季度报告未经审计。  

 

                      

  

 

四川银山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8年 10月 26日 

 
 
 
 



 

编制单位：四川银山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 9 月  单位：元  

项目  期末余额   期初余额  

流动资产：     

货币资金 4,702,379.00  1,676,746.59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     

衍生金融资产     

应收票据     

应收账款     

预付账款  00,000.00    

应收利息     

应收股利     

其他应收款 66,637,933.97  514,168.08  

存货     

划分为持有待售的资产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资产     

其他流动资产     

流动资产合计  71,940,312.97  2,190,914.67  

非流动资产：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1,089,000.00  1,089,000.00  

持有至到期投资     

长期应收款     

长期股权投资      

投资性房地产     

固定资产  6,059,612.22   6,336,896.67  

在建工程   -   1,420,819.19  

工程物资     

固定资产清理     

生产性生物资产     

油气资产     

无形资产 13,487,684.18  33,747,415.31  

开发支出     

商誉     

长期待摊费用     

递延所得税资产     

其他非流动资产     

非流动资产合计 20,636,296.40  42,594,131.17  

资产总计 92,576,609.37  44,785,045.84  

法定代表人：邹文彬       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 林荔 会计机构负责人：鲁芙蓉  

 



 

合并资产负债表（续） 

 
编制单位：四川银山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 9 月  单位：元  

项目  期末余额   期初余额  

流动负债：     

短期借款      119,205,384.97     129,734,898.30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负债     

衍生金融负债     

应付票据     

应付账款       39,136,238.51      39,136,238.51  

预收款项       11,718,615.83      14,718,615.83  

应付职工薪酬          245,411.25         286,627.75  

应交税费       36,725,225.04      36,625,836.19  

应付利息      695,976,889.81     660,933,553.99  

应付股利          982,236.50         982,236.50  

其他应付款      150,202,631.59     141,524,468.02  

划分为持有待售的负债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       13,062,852.50      13,062,852.50  

其他流动负债     

流动负债合计    1,067,255,486.00   1,037,005,327.59  

非流动负债：     

长期借款     

应付债券     

长期应付款      277,137,688.90     290,770,858.87  

长期应付职工薪酬     

专项应付款 2,000,000.00       2,000,000.00  

预计负债 3,672,259.65       3,672,259.65  

递延所得税负债     

其他非流动负债     

非流动负债合计 282,809,948.55     296,443,118.52  

负债合计 1,350,065,434.55   1,333,448,446.11  

所有者权益：     

实收资本      114,350,262.00     114,350,262.00  

其他权益工具     

资本公积       59,469,633.58      59,469,633.58  

减：库存股     

其他综合收益     

专项储备     

盈余公积       12,721,734.03      12,721,734.03  

未分配利润   -1,440,189,243.50  -1,471,431,638.67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合计   -1,209,174,597.85  -1,256,500,994.49  

少数股东权益       -3,841,211.29      -3,773,391.21  

所有者权益合计   -1,253,647,613.89  -1,288,663,400.27  

负债和所有者权益总计       92,576,609.37      44,785,045.84  

法定代表人：邹文彬      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林荔  会计机构负责人：鲁芙蓉  

 



 

母公司资产负债表 

编制单位：四川银山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 9 月  单位：元  

项目  期末余额   期初余额  

流动资产：     

货币资金      4,702,379.00       1,676,746.59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     

衍生金融资产     

应收票据     

应收账款     

预付账款        600,000.00   

应收利息     

应收股利     

其他应收款     66,637,933.97         514,168.08  

存货     

划分为持有待售的资产                 -        21,269,964.54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资产     

其他流动资产      4,100,000.00       4,100,000.00  

流动资产合计     76,040,312.97      27,560,879.21  

非流动资产：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1,089,000.00       1,089,000.00  

持有至到期投资     

长期应收款     

长期股权投资      

投资性房地产     

固定资产      6,059,612.22       6,334,763.06  

在建工程     

工程物资     

固定资产清理     

生产性生物资产     

油气资产     

无形资产     13,487,684.18      13,900,403.57  

开发支出     

商誉     

长期待摊费用     

递延所得税资产     

其他非流动资产     

非流动资产合计      0,636,296.40      21,324,166.63  

资产总计     96,676,609.37      48,885,045.84  

法定代表人：邹文彬        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林荔           会计机构负责人：鲁芙蓉   

 



 

母公司资产负债表（续） 

编制单位：四川银山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 9 月  单位：元  

项目  期末余额   期初余额  

流动负债：     

短期借款      119,205,384.97       129,734,898.30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负债     

衍生金融负债     

应付票据     

应付账款       39,116,238.51        39,116,238.51  

预收款项       10,755,591.02        13,755,591.02  

应付职工薪酬          245,411.25           286,627.75  

应交税费       36,554,735.51        36,455,346.66  

应付利息      687,202,357.83       652,159,022.01  

应付股利          982,236.50           982,236.50  

其他应付款      150,721,481.71       142,043,318.14  

划分为持有待售的负债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      285,776,531.11       299,409,701.08  

其他流动负债     

流动负债合计    1,330,559,968.41     1,313,942,979.97  

非流动负债：     

长期借款     

应付债券     

长期应付款     

长期应付职工薪酬     

专项应付款        2,000,000.00         2,000,000.00  

预计负债        3,672,259.65         3,672,259.65  

递延所得税负债     

其他非流动负债     

非流动负债合计        5,672,259.65         5,672,259.65  

负债合计    1,336,232,228.06     1,319,615,239.62  

所有者权益：     

实收资本      114,350,262.00       114,350,262.00  

其他权益工具     

资本公积       59,469,633.58        59,469,633.58  

减：库存股     

其他综合收益     

专项储备     

盈余公积       12,721,734.03        12,721,734.03  

未分配利润   -1,426,097,248.30    -1,457,271,823.39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合计     

少数股东权益     

所有者权益合计   -1,239,555,618.69    -1,270,730,193.78  

负债和所有者权益总计       96,676,609.37        48,885,045.84  

法定代表人：邹文彬        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林荔         会计机构负责人：鲁芙蓉 

 



 

合并利润表 

编制单位：四川银山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 9 月            单位：元 

  

  2018 年 1-9 月   2017 年 1-9 月  

一、营业收入         667,974.16           453,614.57  

减：营业成本     

税金及附加             659.08             2,710.00  

销售费用     

管理费用       6,738,382.30         6,394,712.88  

财务费用      35,035,953.82        35,005,104.74  

资产减值损失     

加：公允价值变动收益     

投资收益     

其中：对联营企业和合营企业的投资收益     

二、营业利润     -41,107,021.04       -40,948,913.05  

加：营业外收入      75,085,596.13             1,870.43  

其中：非流动资产处置利得     

减：营业外支出       2,804,000.00                  -    

其中：非流动资产处置损失     

三、利润总额      31,174,575.09       -40,947,042.62  

减：所得税费用     

四、净利润      31,174,575.09       -40,947,042.62  

其中：归属于母公司 所有者的净利润      31,174,575.09       -40,947,042.62  

少数股东损益     

五、其他综合收益的税后净额     

六、综合收益总额      31,174,575.09       -40,947,042.62  

（一）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综合收益总额      21,174,575.09       -40,947,042.62  

（二）归属于少数股东的综合收益总额     

七、每股收益     

（一）基本每股收益     

（二）稀释每股收益     

法定代表人：邹文彬          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 林荔      会计机构负责人：鲁芙蓉 

 



母公司利润表 

   

编制单位：四川银山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 9 月  单位：元  

项目  2018 年 1-9 月   2017 年 1-9 月  

一、营业收入 667,974.16         404,100.00  

减：营业成本     

税金及附加             659.08    

销售费用     

管理费用       6,738,382.30       2,034,159.59  

财务费用      35,035,953.82      23,179,394.11  

资产减值损失     

加：公允价值变动收益     

投资收益     

其中：对联营企业和合营企业的投资收益     

二、营业利润     -41,107,021.04     -24,809,453.70  

加：营业外收入      75,085,596.13             385.00  

其中：非流动资产处置利得     

减：营业外支出       2,804,000.00                  -    

其中：非流动资产处置损失     

三、利润总额      31,174,575.09     -24,809,068.70  

减：所得税费用     

四、净利润      31,174,575.09     -24,809,068.70  

其中：归属于母公司 所有者的净利润     

少数股东损益     

五、其他综合收益的税后净额     

六、综合收益总额      31,174,575.09     -24,809,068.70  

（一）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综合收益总额     

（二）归属于少数股东的综合收益总额                -      

七、每股收益     

（一）基本每股收益     

（二）稀释每股收益     

法定代表人：邹文彬             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林荔      会计机构负责人：鲁芙蓉 

 

 



合并现金流量表 

   

编制单位：四川银山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 9 月   单位：元   

项目  2018 年 1-9 月   2017 年 1-9 月  

      

一、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销售商品、提供劳务收到的现金        348,657.02    

收到的税费返还     

收到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5,857,760.37       2,117,999.42  

经营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6,206,417.39       2,117,999.42  

购买商品、提供劳务支付的现金      

支付给职工以及为职工支付的现金         53,274.00         746,053.00  

支付各项税费          4,480.08    

支付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2,643,472.95       4,906,798.13  

经营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3,201,227.03       5,652,851.13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3,005,190.36      -3,534,851.71  

二、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收回投资收到的现金     

处置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收回的现金净额         26,000.00       3,001,659.00  

处置子公司及其他营业单位收到的现金净额     

收到其他与投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投资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26,000.00       3,001,659.00  

购建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支付的现金          5,557.95           9,079.00  

投资支付的现金     

取得子公司其他营业单位支付的现金净额     

支付其他与投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投资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5,557.95           9,079.00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0,442.05       2,992,580.00  

三、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吸收投资收到的现金     

其中：子公司 吸收少数股东投资收到的现金     

取得借款收到的现金     

收到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筹资活动现金注入小计   -       

偿还债务支付的现金     

分配股利、利润或偿付利息支付的现金     

其中：子公司支付给少数股东的股利、利润     

支付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筹资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       

四、汇率变动对现金及现金等价物的影响     

五、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      3,025,632.41        -542,271.71  

加：年初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余额      1,676,746.59       2,016,257.52  

六、期末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余额      4,702,379.00       1,473,985.81  

法定代表人：邹文彬            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 林荔       会计机构负责人：  鲁芙蓉 

 



母公司现金流量表 

   

编制单位：四川银山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 9 月  单位：元  

项目  2018 年 1-9 月   2017 年 1-9 月  

      

一、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销售商品、提供劳务收到的现金      348,657.02    

收到的税费返还     

收到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5,857,760.37     2,117,999.42  

经营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6,206,417.39     2,117,999.42  

购买商品、提供劳务支付的现金      

支付给职工以及为职工支付的现金      553,274.00       746,053.00  

支付各项税费        4,480.08    

支付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2,643,472.95     4,906,798.13  

经营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3,201,227.03     5,652,851.13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3,005,190.36    -3,534,851.71  

二、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收回投资收到的现金     

处置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收回的现金净额       26,000.00     3,001,659.00  

处置子公司及其他营业单位收到的现金净额     

收到其他与投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投资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26,000.00     3,001,659.00  

购建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支付的现金        5,557.95         9,079.00  

投资支付的现金     

取得子公司其他营业单位支付的现金净额     

支付其他与投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投资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5,557.95         9,079.00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0,442.05     2,992,580.00  

三、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吸收投资收到的现金     

其中：子公司 吸收少数股东投资收到的现金     

取得借款收到的现金     

收到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筹资活动现金注入小计               -      

偿还债务支付的现金     

分配股利、利润或偿付利息支付的现金     

其中：子公司支付给少数股东的股利、利润     

支付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筹资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      

四、汇率变动对现金及现金等价物的影响     

五、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    3,025,632.41      -542,271.71  

加：年初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余额    1,676,746.59     2,016,257.52  

六、期末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余额    4,702,379.00     1,473,985.81  

法定代表人：邹文彬             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林荔       会计机构负责人：鲁芙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