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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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公司第一季度报告未经审计。 

 

二、 公司基本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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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02,243,262.71 874,593,926.43 3.1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192,683,921.25 162,978,787.13 18.23 

 年初至报告期末 上年初至上年报

告期末 
比上年同期增减(%)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4,761,780.02 -22,366,380.27   

 年初至报告期末 上年初至上年报

告期末 
比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 204,779,849.01 199,006,566.47 2.9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28,476,329.31 -41,270,812.1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28,476,329.31 -41,255,268.16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6.01 -17.98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0 -0.15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0 -0.15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适用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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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666 

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全称） 期末持股数 比例 股份 持有非流通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东性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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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 (%) 类别 股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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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郝峰 1,474,705 0.54 已流通   未知   未知 

苗进 1,471,231 0.53 已流通   未知   未知 

GUOTAI JUNAN   

SECURITIES(HONG

KONG) LIMITED 

1,239,340 0.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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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82,900 0.39 已流通   未知   未知 

王霄 1,064,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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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01,001 0.25 已流通   未知   未知 

季明玉 610,000 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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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郝峰 1,474,705 境内上市外资股 1,474,705 

苗进 1,471,231 境内上市外资股 1,471,231 

GUOTAI JUNAN   

SECURITIES(HONGKONG) 

LIMITED 

1,239,340 境内上市外资股 1,239,3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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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82,900 境内上市外资股 1,082,900 

王霄 1,064,300 境内上市外资股 1,064,300 

张继红 1,032,648 境内上市外资股 1,032,648 

严政 701,001 境内上市外资股 701,001 

季明玉 610,000 境内上市外资股 610,000 

何春 563,310 境内上市外资股 563,3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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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

股数量的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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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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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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期末余额 年初余额 
变 化 比

例％ 
变动原因 

应收票据 595,172.15 374,625.00 58.87  收到票据增加 

应收账款 113,382,882.09 137,700,733.49 -17.66  前期客户赊销款收回增加 

存货 76,145,135.86 14,837,544.84 413.19  库存纯碱及氯化铵产品增加 

在建工程 891,333.26 460,036.55 93.75  本期投入的工程材料费增多 

应付票据 159,000,000.00 134,000,000.00 18.66  本期开具票据增加 

应付账款 239,550,608.22 283,446,529.79 -15.49  本期付款增加 

预收款项 122,310,429.38 106,104,820.64 15.27  预收客户款项增加 

应付职工薪酬 816,500.77 411,921.41 98.22  本期计提的职工福利费增加 

专项储备 1,228,804.81  — 提取安全生产费用所致 

 本期金额 上期金额   

营业收入 204,779,849.01 199,006,566.47 2.90  纯碱售价较上年同期增加较大 

营业成本 142,877,293.24 225,625,223.85 -36.67  主导产品纯碱及氯化铵产量减少 

税金及附加 565,967.43 229,512.21 146.60  营改增后，依政策调增项目金额 

销售费用 7,534,799.60 5,985,241.22 25.89  运费及劳务费结算增加 

财务费用 2,538,547.69 1,663,912.78 52.56  本期借款增加，利息支出增加 

资产减值损失 16,610,535.60   — 计提氯化铵产品减值准备 

营业利润 28,476,329.31 -41,255,268.16 169.02  
纯碱售价较上年同期增加较大，

实现营业利润 

净利润 28,476,329.31 -41,270,812.16 169.00  
纯碱售价较上年同期增加较大，

实现净利润 

 本期金额 上期金额   

销售商品、提供劳务收

到的现金 
210,853,577.25 184,920,338.21 14.02  

纯碱售价较上年同期增加较大，

收到现金增加 

支付的各项税费 2,840,426.67 5,594,528.65 -49.23  
上年一月份公司缴纳了以前年度

相关税费，数额较大 

购建固定资产、无形资

产和其他长期资产支

付的现金 

352,578.00 9,560.00 3588.05  

本期购建固定资产增加 

收到其他与筹资活动

有关的现金 
  22,000,000.00 -100.00  

上期支付银行承兑汇票及信用证

保证金 

分配股利、利润或偿付

利息支付的现金 
2,527,138.56 1,603,572.20 57.59  

本期借款增加，利息支出增加 

支付其他与筹资活动

有关的现金 
10,000,000.00    

本期支付银行承兑汇票及信用证

保证金 

 

 



2017 年第一季度报告 

6 /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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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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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化集团大连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刘平芹 

日期 2017-04-20 

 

 

四、 附录 

4.1 财务报表 

 

资产负债表 

2017年 3月 3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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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2,589,475.73 70,725,508.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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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95,172.15 374,625.00 

应收账款 113,382,882.09 137,700,733.49 

预付款项 4,427,160.56 4,427,160.56 

应收利息     

应收股利     

其他应收款 95,791.19 81,381.75 

存货 76,145,135.86 14,837,544.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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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7,235,617.58 228,146,953.84 

非流动资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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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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34,116,311.87 645,986,936.04 

在建工程 891,333.26 460,036.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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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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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35,007,645.13 646,446,972.59 

资产总计 902,243,262.71 874,593,926.43 

流动负债：  

短期借款 166,170,000.00 166,17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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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9,000,000.00 134,000,000.00 

应付账款 239,550,608.22 283,446,529.79 

预收款项 122,310,429.38 106,104,820.64 

应付职工薪酬 816,500.77 411,921.41 

应交税费 1,055,246.94 1,008,408.53 

应付利息     

应付股利     

其他应付款 20,656,556.15 20,473,458.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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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09,559,341.46 711,615,139.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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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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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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09,559,341.46 711,615,139.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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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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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28,804.81   

盈余公积 15,404,353.58 15,404,353.58 

未分配利润 -618,354,502.22 -646,830,831.53 

所有者权益合计 192,683,921.25 162,978,787.13 

负债和所有者权益总计 902,243,262.71 874,593,926.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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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年 1—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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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期金额 

一、营业收入 204,779,849.01 199,006,566.47 

减：营业成本 142,877,293.24 225,625,223.85 

营业税金及附加 565,967.43 229,512.21 

销售费用 7,534,799.60 5,985,241.22 

管理费用 6,176,376.14 6,757,944.57 

财务费用 2,538,547.69 1,663,912.78 

资产减值损失 16,610,535.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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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476,329.31 -41,255,268.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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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营业外收入    

其中：非流动资产处置利得    

减：营业外支出   15,544.00 

其中：非流动资产处置损失    

三、利润总额（亏损总额以“－”号填列） 28,476,329.31 -41,270,812.16 

减：所得税费用    

四、净利润（净亏损以“－”号填列） 28,476,329.31 -41,270,812.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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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270,812.16 

七、每股收益：    

（一）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0 -0.15 

（二）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0 -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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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年 1—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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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期金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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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0,853,577.25 184,920,338.21 

收到的税费返还        

收到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19,349,769.13 18,825,033.49 

经营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230,203,346.38 203,745,371.70 

购买商品、接受劳务支付的现金 177,389,080.89 181,740,94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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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付给职工以及为职工支付的现金 18,886,149.89 19,199,226.73 

支付的各项税费 2,840,426.67 5,594,528.65 

支付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16,325,908.91 19,577,056.55 

经营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215,441,566.36 226,111,751.97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4,761,780.02 -22,366,380.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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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2,578.00 9,56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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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2,578.00 9,560.00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352,578.00 -9,56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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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000,000.00 40,000,000.00 

收到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22,000,000.00 

筹资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40,000,000.00 62,000,000.00 

偿还债务支付的现金 40,000,000.00 40,000,000.00 

分配股利、利润或偿付利息支付的现金 2,527,138.56 1,603,572.20 

支付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10,000,000.00  

筹资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52,527,138.56 41,603,572.20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2,527,138.56 20,396,427.80 

四、汇率变动对现金及现金等价物的影响 -18,095.93 -15,548.32 

五、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 1,863,967.53 -1,995,060.79 

加：期初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余额 3,725,508.20 9,725,581.07 

六、期末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余额 5,589,475.73 7,730,520.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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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