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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重要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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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次季报的董事会会议。 

公司负责人车成聚、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黄磊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

人员)刘玉欣声明：保证季度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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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公司基本情况 

一、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减 

总资产（元） 9,509,352,961.99 8,550,462,007.48 11.2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元） 
6,369,829,687.80 5,885,733,854.04 8.22% 

 本报告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

增减 
年初至报告期末 

年初至报告期末比上

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元） 8,081,850,846.82 469.74% 12,781,057,897.01 253.5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元） 
249,739,853.81 109.50% 572,996,296.41 126.6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元） 
239,192,682.88 112.93% 549,710,961.74 131.48%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元） 
99,644,990.27 1.20% 162,627,653.21 -47.17%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4 100.00% 0.32 128.57%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4 100.00% 0.32 128.57%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4.00% 1.86% 9.34% 4.84% 

 

截止披露前一交易日的公司总股本： 

截止披露前一交易日的公司总股本（股） 1,775,209,253 

 本报告期 年初至报告期末 

用最新股本计算的全面摊薄每股收益（元/股） 0.1407 0.3228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单位：元 

项目 年初至报告期期末金额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包括已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冲销部分） 1,201,547.83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与企业业务密切相关，按照国家统一标准定额或定量享

受的政府补助除外） 
26,959,558.06 

委托他人投资或管理资产的损益 2,103,158.76 

与公司正常经营业务无关的或有事项产生的损益 -531,4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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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易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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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易性金融负债和
-2,703,637.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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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取得的投资收益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207,333.66 

减：所得税影响额 3,938,898.77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12,327.67 

合计 23,285,334.67 

 

二、报告期末股东总数及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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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008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

股股东总数（如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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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淄博齐翔石油化

工集团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52.34% 929,201,740  质押 743,812,676 

渤海国际信托股

份有限公司－渤

海信托·恒利丰

187 号单一资金

信托 

其他 2.42% 42,902,476    

车成聚 境内自然人 2.33% 41,396,689 31,047,517   

中信证券股份有

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1.46% 25,866,148    

渤海国际信托股

份有限公司－渤

海信托·渤惠 1 号

单一资金信托 

其他 1.42% 25,241,405    

陕西省国际信托

股份有限公司－

陕国投·鑫鑫向

荣32号证券投资

集合资金信托计

划 

其他 1.39% 24,660,987    

陕西省国际信托

股份有限公司－
其他 1.18% 21,030,9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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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国投·聚宝盆

86 号证券投资集

合资金信托计划 

中国工商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金

鹰稳健成长混合

型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0.92% 16,300,000    

魏杰 境内自然人 0.85% 15,094,566    

中央汇金资产管

理有限责任公司 
国有法人 0.84% 14,901,040    

前 10 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股份数量 
股份种类 

股份种类 数量 

淄博齐翔石油化工集团有限公司 929,201,740 人民币普通股 929,201,740 

渤海国际信托股份有限公司－渤

海信托·恒利丰 187 号单一资金信

托 

42,902,476 人民币普通股 42,902,476 

渤海国际信托股份有限公司－渤

海信托·渤惠 1 号单一资金信托 
25,241,405 人民币普通股 25,241,405 

陕西省国际信托股份有限公司－

陕国投·鑫鑫向荣 32 号证券投资集

合资金信托计划 

24,660,987 人民币普通股 24,660,987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2,948,248 人民币普通股 22,948,248 

陕西省国际信托股份有限公司－

陕国投·聚宝盆 86 号证券投资集合

资金信托计划 

21,252,609 人民币普通股 21,252,609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金

鹰稳健成长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16,3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16,300,000 

魏杰 15,094,566 人民币普通股 15,094,566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14,901,040 人民币普通股 14,901,040 

云南国际信托有限公司－云南信

托云霞 9 期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12,453,529 人民币普通股 12,453,529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

说明 

车成聚先生直接持有淄博齐翔石油化工集团有限公司 20.00%的股份，并直接持有本公

司 2.33%的股份，车成聚先生与淄博齐翔石油化工集团有限公司为一致行动人。除此以

外，未知其余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知是否属于《上市公司股东持股信息披

露管理办法》中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参与融资融券

业务情况说明（如有） 

上述前十名股东中，魏杰通过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

有公司 15,084,866 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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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重要事项 

一、报告期主要财务数据、财务指标发生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1、本报告期，实现营业收入 8,081,850,846.82 元，较去年同期增长 469.74%，主要是由于：公司部分产品价格较去年同期有所上涨及全资子公司淄博齐翔腾达供应链有限公司经营

业务增加所致； 

2、本报告期，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以及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分别为，249,739,853.81 元和 239,192,682.88 元，较去年同期增长 109.50%和

112.93%，主要是由于：公司部分产品价格较去年同期有所上涨，盈利能力增强所致。 

二、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重要事项概述 披露日期 临时报告披露网站查询索引 

2016 年 9 月 30 日公司收到天津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传票，天津有山化工有限公司以本公司在与夏军

伟等人股权转让过程中权益受到侵害为由向天津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诉讼请求：1、

判令公司赔偿天津有山化工有限公司经济损失 7437.47 万元；2、判令公司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用。

公司对该案件提出管辖异议,截止到报告期末尚未开庭审理。 

2016 年 10 月 27 日 
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三、公司实际控制人、股东、关联方、收购人以及公司等承诺相关方在报告期内超期未履行完毕的承诺事项 

承诺事由 承诺方 承诺类型 承诺内容 承诺时间 
承诺期

限 
履行情况 

股改承诺       

收购报告书或权

益变动报告书中

所作承诺 

君华集团有限公司、张劲 同业竞争 

1、在本公司受让淄博齐翔石油化工集团有限公司 80%的股权的工

商变更登记手续完成后，本公司及本公司关联方不会直接或间接从

事任何与齐翔腾达及其下属公司主要经营业务构成实质性同业竞

2016 年 11 月

11 日 

长期有

效 

截止报告期末，承诺

人严格履行承诺内

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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争或潜在实质性同业竞争关系的生产与经营，亦不会投资或新设任

何与齐翔腾达及其下属公司主要经营业务构成实质性同业竞争或

潜在实质性同业竞争关系的其他企业；2、如本公司及本公司关联

方获得的商业机会与齐翔腾达及其下属公司主营业务发生实质性

同业竞争或可能发生实质性同业竞争的，本公司及本公司关联方将

立即通知齐翔腾达，并尽力将该商业机会给予齐翔腾达，以避免与

齐翔腾达及下属公司形成实质性同业竞争或潜在实质性同业竞争，

以确保齐翔腾达及齐翔腾达其他股东利益不受侵害；3、本承诺在

本公司作为齐翔腾达间接控股股东期间持续有效；4、本公司及本

公司关联方将忠实履行上述承诺，若不履行本承诺所赋予的义务和

责任，本公司及本公司关联方将依照相关法律法规、部门规章及规

范性文件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君华集团有限公司、张劲 关联关系 

1、在本公司受让淄博齐翔石油化工集团有限公司 80%的股权的工

商变更登记手续完成后，本公司及本公司关联方将按法律、法规及

其他规范性文件规定的要求尽可能避免、减少与齐翔腾达的关联交

易；对于无法避免或有合理原因而发生的关联交易，本公司及本公

司的关联方将遵循市场公平、公正、公开的原则与齐翔腾达依法签

订协议，履行合法程序，按照有关法律、法规、其他规范性文件及

齐翔腾达章程等规定，依法履行相关内部决策程序并及时履行信息

披露义务，保证关联交易定价公允、合理，交易条件公平，保证不

利用关联交易非法转移齐翔腾达的资金、利润，亦不利用该等交易

从事任何损害齐翔腾达及其他股东合法权益的行为；2、本公司及

本公司关联方将忠实履行上述承诺，若不履行本承诺赋予的义务和

责任，本公司及本公司关联方将依照相关法律法规、部门规章及规

范性文件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2016 年 11 月

11 日 

长期有

效 

截止报告期末，承诺

人严格履行承诺内

容。 

君华集团有限公司、张劲 独立性 

为保证齐翔腾达的独立运作，在本公司受让淄博齐翔石油化工集团

有限公司 80%的股权的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完成后，齐翔腾达将继续

保持完整的采购、生产、销售体系，并拥有独立的知识产权。本公

司及本公司关联方与齐翔腾达在人员、资产、财务、业务及机构方

2016 年 11 月

11 日 

长期有

效 

截止报告期末，承诺

人严格履行承诺内

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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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完全分开，齐翔腾达拥有独立面向相关行业市场的经营能力。本

公司及本公司关联方将按照《公司法》、《证券法》的相关规定，避

免从事任何影响齐翔腾达经营独立性的行为。 

资产重组时所作

承诺 
      

首次公开发行或

再融资时所作承

诺 

淄博齐翔石油化工集团有限公司、车成

聚 

同业竞争

承诺 

本人/本公司目前乃至将来不从事、亦促使本公司控制、与他人共

同控制、具有重大影响的企业不从事任何在商业上对发行人及／或

发行人的子公司、分公司、合营或联营公司构成或可能构成竞争或

潜在竞争的业务或活动。 

2010 年 05 月

04 日 

长期有

效 

截止报告期末，承诺

人严格履行承诺内

容。 

淄博齐翔石油化工集团有限公司 担保承诺 

公司控股股东淄博齐翔石油化工集团有限公司及其控制的其他企

业不会以任何理由违规占用齐翔腾达资金，也不会要求公司为控股

股东及其控制的其他企业的借款或其他债务提供担保。控股股东将

按《公司章程》规定，在审议涉及要求公司为本股东及本股东控制

的其他企业提供担保的任何董事会、股东会上回避表决；在审议涉

及本股东及本股东控制的其他企业、个人违规占用公司资金的任何

董事会、股东会上投反对票，依法维护公司利益。今后控股股东将

严格遵守中国证监会关于上市公司法人治理的有关规定，维护公司

的独立性，决不损害公司及其他中小股东利益。本承诺具有法律效

力，如有违反，控股股东除依法承担行政处罚和刑事责任外，还将

按照违规占用资金同期银行贷款利率的五倍向公司承担赔偿责任。 

2010 年 05 月

04 日 

长期有

效 

截止报告期末，承诺

人严格履行承诺内

容。 

车成聚 

股份锁定

及减持承

诺 

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 36 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其已

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公司股份，也不由发行人回购该部分股份。除前

述锁定期外，在任职期间每年转让的股份不超过所持有公司股份总

数的 25%；离职后半年内，不转让所持有的公司股份。 

2010 年 05 月

04 日 

长期有

效 

截止报告期末，承诺

人严格履行承诺内

容。 

高步良、程玉春、邓建利、叶庆双、刘

世福、谭永放、尹长学、燕京、王世和、

李振华、李海洋、穆清超、李世勤、邱

波、吴唯历、刘洪伟、方春光、胡定学、

陈辉平、田力、王洲科、刘宏、马少玫、

关联交易

承诺 

1．对于未来可能的关联交易，本人将善意履行作为上市公司股东

的义务，不利用本人的股东地位，就上市公司与本人及本人控制的

企业相关的任何关联交易采取任何行动，故意促使上市公司的股东

大会或董事会做出损害上市公司和其他股东合法权益的决议。2. 

本人及本人的关联方不以任何方式违法违规占用上市公司资金及

2015 年 09 月

14 日 
36 个月 

截止报告期末，承诺

人严格履行承诺内

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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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永刚、白晓、齐世富、于基磊、唐行

纲、孙立群、崔成龙、徐依会、罗玉美、

汤海泳、蔡景平、辛建峰、杨峰、于恒、

唐跃猛、王志生、金德博、王宗磊、常

晓敏、刘青、唐立霞、潘筠、李娜、李

蒙、王云芳、王雷 

要求上市公司违法违规提供担保。3．如果上市公司与本人及本人

控制的企业发生无法避免或有合理原因的关联交易，则本人承诺将

促使上述关联交易遵循市场公正、公平、公开的原则，依照正常商

业条件进行。本人将不会要求，也不会接受上市公司给予优于其在

一项市场公平交易中向第三方给予的交易条件。4. 本人将严格遵

守和执行上市公司关联交易管理制度的各项规定，如有违反以上承

诺及上市公司关联交易管理制度而给上市公司造成损失的情形，将

依法承担相应责任。 

高步良、程玉春、邓建利、叶庆双、刘

世福、谭永放、尹长学、燕京、王世和、

李振华、李海洋、穆清超、李世勤、邱

波、吴唯历、刘洪伟、方春光、胡定学、

陈辉平、田力、王洲科、刘宏、马少玫、

赵永刚、白晓、齐世富、于基磊、唐行

纲、孙立群、崔成龙、徐依会、罗玉美、

汤海泳、蔡景平、辛建峰、杨峰、于恒、

唐跃猛、王志生、金德博、王宗磊、常

晓敏、刘青、唐立霞、潘筠、李娜、李

蒙、王云芳、王雷 

同业竞争

承诺 

1．截至本声明及承诺函出具之日，除齐鲁科力外，本人及本人控

制的其他企业未从事与上市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所从事的业务构

成或可能构成直接利益冲突的竞争性经营活动。2．本次发行股份

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事宜实施完毕后，本人及本人控制的企业与上

市公司、齐鲁科力及上市公司其它控股子公司不会构成直接或间接

同业竞争关系。3．在本人在齐鲁科力任职期间及从齐鲁科力离职

后 24 个月内，本人及本人控制的企业不直接或间接从事或发展与

上市公司、齐鲁科力及上市公司其他控股子公司经营范围相同或相

类似的业务或项目，也不为自己或代表任何第三方成立、发展、参

与、协助任何企业与上市公司进行直接或间接的竞争；本人不利用

从上市公司处获取的信息从事、直接或间接参与与上市公司相竞争

的活动；在可能与上市公司存在竞争的业务领域中出现新的发展机

会时，给予上市公司优先发展权；如上市公司经营的业务与本人以

及受本人控制的任何其他企业或其他关联公司构成或可能构成实

质性竞争，本人同意上市公司有权以公平合理的价格优先收购本人

在该企业或其他关联公司中的全部股权或其他权益，或如上市公司

决定不予收购的，本人同意在合理期限内清理、注销该等同类营业

或将资产转给其他非关联方，并将转让所得全部上缴至上市公司；

本人不进行任何损害或可能损害上市公司利益的其他竞争行为。 

2015 年 09 月

14 日 
36 个月 

截止报告期末，承诺

人严格履行承诺内

容。 

高步良、程玉春、邓建利、叶庆双、刘

世福、谭永放、尹长学、燕京、王世和、
限售承诺 

本次交易中所获得的上市公司发行的股份，自本次发行结束并上市

之日起 36 个月内不得转让。 

2015 年 08 月

19 日 
36 个月 

截止报告期末，承诺

人严格履行承诺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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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振华、李海洋、穆清超、李世勤、邱

波、吴唯历、刘洪伟、方春光、胡定学、

陈辉平、田力、王洲科、刘宏、马少玫、

赵永刚、白晓、齐世富、于基磊、唐行

纲、孙立群、崔成龙、徐依会、罗玉美、

汤海泳、蔡景平、辛建峰、杨峰、于恒、

唐跃猛、王志生、金德博、王宗磊、常

晓敏、刘青、唐立霞、潘筠、李娜、李

蒙、王云芳、王雷 

容。 

股权激励承诺       

其他对公司中小

股东所作承诺 
      

承诺是否按时履

行 
是 

如承诺超期未履

行完毕的，应当详

细说明未完成履

行的具体原因及

下一步的工作计

划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公司实际控制人、股东、关联方、收购人以及公司等承诺相关方在报告期内超期未履行完毕的承诺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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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对 2017 年度经营业绩的预计 

2017 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变动幅

度 
45% 至 95% 

2017 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变动区

间（万元） 
72,863.98 至 97,989.49 

2016 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万元） 50251.02 

业绩变动的原因说明 预计公司主要产品价格、销售情况良好及新建顺酐装置投产预期。 

五、违规对外担保情况 

公司报告期无违规对外担保情况。 

六、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对上市公司的非经营性占用资金情况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对上市公司的非经营性占用资金。 

七、报告期内接待调研、沟通、采访等活动登记表 

公司报告期内未发生接待调研、沟通、采访等活动。 

 

 

 

 

淄博齐翔腾达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2017年 10 月 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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