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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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负责人刘平芹、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易力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田松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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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81,287,953.64 904,537,852.92 -2.57 

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净资产 

215,834,884.70 250,224,560.27 -13.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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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175,461.42 -16,946,460.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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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62,575,403.37 603,482,142.54 -6.78 

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净利润 

-34,631,771.08 -19,593,034.11   

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

-34,538,898.77 -19,535,428.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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润 

加权平均净资产

收益率（%） 

-14.86 -5.85   

基本每股收益

（元/股） 

-0.13 -0.07   

稀释每股收益

（元/股） 

-0.13 -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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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

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994.27 -92,872.31   

其他符合非经常性损

益定义的损益项目 

      

所得税影响额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

（税后） 

      

合计 994.27 -92,872.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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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545 

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全称） 期末持股数

量 

比例

(%) 

 

股份 

类别 

持有非流通股

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东性质 

股份 

状态 

数量 

大化集团有限责

任公司 

175,000,000 63.64 未流通 175,000,000 
质押 

87,500,000 国有法人 

苗进 1,471,231 0.53 已流通   未知   未知 

GUOTAI JUNAN    

SECURITIES(HONG

KONG) LIMITED 

1,257,540 0.46 已流通   

未知 

  未知 

益生堂药业有限

公司 

1,120,000 0.41 已流通   
未知 

  未知 

王明辉 1,061,000 0.39 已流通   未知   未知 

张继红 1,032,648 0.38 已流通   未知   未知 

严政 673,901 0.25 已流通   未知   未知 

何春 563,310 0.20 已流通   未知   未知 

马世强 559,792 0.20 已流通   未知   未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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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永祥 518,888 0.19 已流通   未知   未知 

前十名流通股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期末持有流通股的

数量 

股份种类及数量 

种类 数量 

苗进 1,471,231 境内上市外资股 1,471,231 

GUOTAI JUNAN 

SECURITIES(HONGKONG) LIMITED    

1,257,540 境内上市外资股 1,257,540 

益生堂药业有限公司 1,120,000 境内上市外资股 1,120,000 

王明辉 1,061,000 境内上市外资股 1,061,000 

张继红 1,032,648 境内上市外资股 1,032,648 

严政 673,901 境内上市外资股 673,901 

何春 563,310 境内上市外资股 563,310 

马世强 559,792 境内上市外资股 559,792 

张永祥 518,888 境内上市外资股 518,888 

张红梅 468,160 境内上市外资股 468,16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

明 

公司前十名股东中国有法人股大化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与其他股东不存

在关联关系，也不属于《上市公司股东持股变动信息披露管理办法》

中规定的一致行动人，公司未知其他股东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是否是

一致行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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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项目 
金额(人民币元) 

增减（%） 变化原因 
期末数 期初数 

货币资金 71,533,151.52 136,725,581.07 -47.68  本期到期解付的银行票据额增加 

应收账款 104,143,447.60 44,592,025.42 133.55  本期赊销款项增加 

预付款项  9,544,541.06 -100.00  预付款收货 

存货 48,747,537.75 26,742,190.64 82.29  公司原材料库存增加 

在建工程 6,707,879.86 731,916.21 816.48  本期转入的工程材料费增加 

短期借款 166,170,000.00 106,170,000.00 56.51  本期银行借款增加 

应付票据 134,000,000.00 204,000,000.00 -34.31  本期到期解付的银行票据额增加 

应付账款 280,000,687.27 212,552,094.32 31.73  本期付款减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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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收款项 50,699,450.84 111,163,750.55 -54.39  期初预收客户款项付货 

应交税费 -2,092,853.66 906,966.40 -330.75  三季度原盐采购量增加，进项税

额相应增加 

其他应付款 36,291,969.17 19,085,677.39 90.15  本期未支付的修理费增加 

专项储备 242,095.51   提取安全生产费用所致 

  本期数 上期数     

营业税金及附加 1,513,509.53    
原免税氯化铵缴纳 13% 增值税，

使增值税增加 

资产减值损失 -4,667,685.92 -494,878.66 -843.20  期初计提的减值准备冲回 

营业利润 -34,538,898.77 -19,535,428.87 -76.80  主导产品市场价格低迷 

净利润 -34,631,771.08 -19,593,034.11 -76.76  主导产品市场价格低迷 

  本期数 上期数     

支付的各项税费 15,688,724.48 896,505.18 1649.99  原免税氯化铵缴纳 13% 增值

税，使增值税增加 

购建固定资产、无形

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

支付的现金 

9,560.00 37,770.00 -74.69  

本期发生的购建费用减少 

取得借款收到的现金 166,170,000.00 60,000,000.00 176.95  本期银行借款增加 

收到其他与筹资活动

有关的现金 

 127,000,000.00 -100.00  上年同期收到银行承兑汇票保

证金 

偿还债务支付的现金 106,314,355.56 55,000,000.00 93.30  本期偿还银行借款增加 

支付其他与筹资活动

有关的现金 

40,000,000.00 105,000,000.00 -61.90  本期支付银行承兑汇票保证金

减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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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 公司及持股 5%以上的股东承诺事项履行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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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大变动的警

示及原因说明 

□适用 √不适用  

 

公司名称 
大化集团大连化工股份有

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刘平芹 

日期 2016-10-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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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附录 

4.1 财务报表 

资产负债表 

2016年 9月 30日 

编制单位:大化集团大连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审计类型：未经审计 

项目 期末余额 年初余额 

流动资产：  

货币资金 71,533,151.52 136,725,58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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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4,143,447.60 44,592,025.42 

预付款项   9,544,541.06 

应收利息    

应收股利    

其他应收款 18,589.00 16,809.00 

存货 48,747,537.75 26,742,190.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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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4,442,725.87 217,621,147.19 

非流动资产：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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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50,137,347.91 686,184,789.52 

在建工程 6,707,879.86 731,916.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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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发支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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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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56,845,227.77 686,916,705.73 

资产总计 881,287,953.64 904,537,852.92 

流动负债：  

短期借款 166,170,000.00 106,17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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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4,000,000.00 204,000,000.00 

应付账款 280,000,687.27 212,552,094.32 

预收款项 50,699,450.84 111,163,750.55 

应付职工薪酬 383,815.32 434,803.99 

应交税费 -2,092,853.66 906,966.40 

应付利息    

应付股利    

其他应付款 36,291,969.17 19,085,677.39 

划分为持有待售的负债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    

其他流动负债    

流动负债合计 665,453,068.94 654,313,292.65 

非流动负债：  

长期借款    

应付债券    

其中：优先股    

永续债    

长期应付款    

长期应付职工薪酬    

专项应付款    

预计负债    

递延收益    

递延所得税负债    

其他非流动负债    

非流动负债合计    

负债合计 665,453,068.94 654,313,292.65 

所有者权益：  

股本 275,000,000.00 275,000,000.00 

其他权益工具    

其中：优先股    

永续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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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公积 519,405,265.08 519,405,265.08 

减：库存股    

其他综合收益    

专项储备 242,095.51  

盈余公积 15,404,353.58 15,404,353.58 

未分配利润 -594,216,829.47 -559,585,058.39 

所有者权益合计 215,834,884.70 250,224,560.27 

负债和所有者权益总计 881,287,953.64 904,537,852.92 

法定代表人：刘平芹        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易力        会计机构负责人：田松 

 

 

利润表 

2016年 1—9月 

编制单位：大化集团大连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审计类型：未经审计 

项目 
本期金额 

（7-9月） 

上期金额 

（7-9月） 

年初至报告期

期末金额 

（1-9月） 

上年年初至报

告期期末金额 

（1-9月） 

一、营业收入 130,512,518.77 189,781,347.93 562,575,403.37 603,482,142.54 

减：营业成本 125,342,926.98 167,426,126.21 566,559,192.60 590,440,487.48 

营业税金及附加 1,058,114.39  1,513,509.53  

销售费用 4,584,633.47 5,924,291.58 12,159,213.59 11,496,099.42 

管理费用 4,408,299.21 4,362,892.90 15,299,804.81 14,575,303.75 

财务费用 2,837,198.87 2,314,121.92 6,250,267.53 7,000,559.42 

资产减值损失        -4,667,685.92 -494,878.66 

加：公允价值变动收益（损

失以“－”号填列） 

          

投资收益（损失以“－”

号填列） 

          

其中：对联营企业和合

营企业的投资收益 

          

二、营业利润（亏损以“－”

号填列） 

-7,718,654.15 9,753,915.32 -34,538,898.77 -19,535,428.87 

加：营业外收入 994.27  1,144.27  

其中：非流动资产处置

利得 

          

减：营业外支出       57,605.24 94,016.58 57,605.24 

其中：非流动资产处置

损失 

          

三、利润总额（亏损总额以

“－”号填列） 

-7,717,659.88 9,696,310.08 -34,631,771.08 -19,593,034.11 

减：所得税费用           

四、净利润（净亏损以“－” -7,717,659.88 9,696,310.08 -34,631,771.08 -19,593,034.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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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填列） 

五、其他综合收益的税后净额           

（一）以后不能重分类进损

益的其他综合收益 

          

1.重新计量设定受益计

划净负债或净资产的变动 

          

2.权益法下在被投资单

位不能重分类进损益的其他

综合收益中享有的份额 

          

（二）以后将重分类进损益

的其他综合收益 

          

1.权益法下在被投资单

位以后将重分类进损益的其

他综合收益中享有的份额 

          

2.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公

允价值变动损益 

          

3.持有至到期投资重分

类为可供出售金融资产损益 

          

4.现金流量套期损益的

有效部分 

          

5.外币财务报表折算差

额 

          

6.其他           

六、综合收益总额 -7,717,659.88 9,696,310.08 -34,631,771.08 -19,593,034.11 

七、每股收益：     

（一）基本每股收益(元/

股) 

-0.03 0.04 -0.13 -0.07 

（二）稀释每股收益(元/

股) 

-0.03 0.04 -0.13 -0.07 

法定代表人：刘平芹        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易力        会计机构负责人：田松 

 

现金流量表 

2016年 1—9月 

编制单位：大化集团大连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审计类型：未经审计 

项目 年初至报告期期末金额 

（1-9月） 

上年年初至报告期期末金

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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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94,734,902.45 532,795,226.68 

收到的税费返还    

收到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8,207,578.79 7,737,203.75 

经营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502,942,481.24 540,532,430.43 

购买商品、接受劳务支付的现金 448,616,178.26 503,652,581.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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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付给职工以及为职工支付的现金 47,685,805.43 49,276,605.47 

支付的各项税费 15,688,724.48 896,505.18 

支付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4,127,234.49 3,653,198.92 

经营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516,117,942.66 557,478,891.15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3,175,461.42 -16,946,460.72 

二、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收回投资收到的现金    

取得投资收益收到的现金    

处置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

产收回的现金净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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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购建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

产支付的现金 

9,560.00 37,770.00 

投资支付的现金    

取得子公司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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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560.00 37,770.00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9,560.00 -37,770.00 

三、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吸收投资收到的现金    

取得借款收到的现金 166,170,000.00 60,000,000.00 

收到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127,000,000.00 

筹资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166,170,000.00 187,000,000.00 

偿还债务支付的现金 106,314,355.56 55,000,000.00 

分配股利、利润或偿付利息支付的现金 6,951,434.83 8,155,841.25 

支付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40,000,000.00 105,000,000.00 

筹资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153,265,790.39 168,155,841.25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2,904,209.61 18,844,158.75 

四、汇率变动对现金及现金等价物的影响 88,382.26 117,014.41 

五、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 -192,429.55 1,976,942.44 

加：期初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余额 9,725,581.07 10,937,998.31 

六、期末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余额 9,533,151.52 12,914,940.75 

法定代表人：刘平芹        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易力        会计机构负责人：田松 

 

4.2 审计报告 

□适用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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