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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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负责人郑有水、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夏斓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

人员)吉杏丹声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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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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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97,611,831.60 1,167,393,866.73 36.8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元） 
1,334,045,458.37 777,307,060.72 71.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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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85,622,246.55 45.78% 1,642,672,304.76 33.1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元） 
64,872,160.88 62.56% 136,873,488.43 55.5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元） 
64,769,225.66 63.13% 136,186,321.82 60.23%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元） 
-99,247,993.89 -209.99% -149,607,606.75 -413.98%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788 54.54% 0.3773 47.90%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788 54.54% 0.3773 47.9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4.99% -0.51% 16.71% 4.37%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项目 年初至报告期期末金额 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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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7,744.80 主要固定资产处置收益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751,220.69  

减：所得税影响额 351,798.88  

合计 687,166.61 -- 

对公司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 1 号——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界定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以及把《公

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 1 号——非经常性损益》中列举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的项目，应

说明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将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 1 号——非经常性损益》定义、列举的非经常性损益

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的项目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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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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7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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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郑有水 境内自然人 57.88% 246,000,000 246,000,000   

郑会杰 境内自然人 8.47% 36,000,000 36,000,000   

郑美银 境内自然人 7.06% 30,000,000 30,000,000 质押 30,000,000 

郑凤兰 境内自然人 7.06% 30,000,000 30,000,000   

黄丕勇 境内自然人 0.71% 3,000,000 3,000,000 质押 3,000,000 

冯锦刚 境内自然人 0.10% 435,900    

刘文才 境内自然人 0.08% 334,100  冻结  

张丽丽 境内自然人 0.08% 329,097    

侯国昌 境内自然人 0.07% 284,400    

郑泽鹏 境内自然人 0.06% 240,9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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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冯锦刚 435,900 人民币普通股 435,900 

刘文才 334,100 人民币普通股 334,100 

张丽丽 329,097 人民币普通股 329,097 

侯国昌 284,400 人民币普通股 284,400 

郑泽鹏 240,965 人民币普通股 240,965 

郑少亮 226,900 人民币普通股 226,900 

谢国强 200,200 人民币普通股 200,200 

邓子贤 191,300 人民币普通股 191,300 

吴霖刚 190,600 人民币普通股 190,600 

张翠芬 188,200 人民币普通股 188,2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

说明 

股东郑有水、郑会杰、郑美银和郑凤兰为一致行动人。公司未知其他股东是否存在关联

关系或是一致行动人情形。 

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参与融资融券 股东谢国强通过信用账户持有股份数量 200,200.00, 股东张翠芬通过信用账户持有股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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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务情况说明（如有） 数量 188200.00。    

公司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前 10 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在报告期内是否进行约定购回交易 

□ 是 √ 否  

公司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前 10 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在报告期内未进行约定购回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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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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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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适用 □ 不适用  

科目 期末数 变动比例 变动原因 

货币资金 70,459,617.45  -48.92% 主要系本公司用现金归还银行借款所致 

应收票据 51,713,212.80  39.08% 
主要系公司本期销售额增加较大，部分客户以银行承兑汇票结

算货款 

应收账款 536,026,549.06  47.09% 
主要系公司本年销售额增加较快，销售货物未到货款结算期所

致。 

预付款项 13,896,537.71  56.54% 
主要系公司生产紧张 10月国庆期间持续生产，9月底增加假期

备货原材料支付的预付款所致。 

其他应收款 4,370,685.03  -44.18% 主要系部分投标保证金到期退回所致， 

存货 418,689,966.66  73.43% 
主要系因销售规模扩大，为确保供货及时性，增加备货及 9月

底进行国庆期间生产原材料的备货量所致 

其他流动资产 233,967,044.88  166.85% 
主要系公司用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购买短期保本型理财产品所

致。 

长摊待摊费用 249,999.98  -37.09% 此笔费用为长期待摊费用按期间摊销所致。 

短期借款 130,000,000.00  -56.67% 主要系本公司用现金归还银行借款所致 

应付账款 38,158,941.65  160.56% 主要系公司本年度销售量大幅增加，采购量大幅增加 

预收款项 52,762,986.59  37.05% 
主要系公司本期销售额增加较大，客户采用预付定金订货金额

增加。 

应付职工薪酬 14,084,053.43  -25.97% 主要系本期发放上年末计提的年终奖所致 

应交税费 26,930,503.42  62.52% 
主要原因系本公司销售收入增加导致净利润和应交所得税增加

所致 

应付利息 188,500.00  -60.61% 系公司归还部分银行借款所致 

递延所得税负债 1,395,596.30  75.50% 
主要系公司期期末套期保值期货持仓公允价值变动损益大幅度

增加所致 

资本公积 559,815,009.42  206.85% 主要系公司向社会公众溢价发行股票所致 

未分配利润 312,272,666.93  44.97% 本期经营效益较好，实现利润大幅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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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项储备 10,222,817.02  32.14% 
系本公司上年度营业收入增加，按规定比例每月计提额增加所

致 

 科目 年初至报告期末 

较上年同

期变动比

例 

变动原因 

营业收入 1,642,672,304.76  33.12% 报告期公司销售收入大幅增加 

营业成本 1,360,199,429.10  32.82% 主要系公司销售收入增加，相应的成本也增长。 

营业税金及附加 6,347,081.79  43.37% 

主要原因系根据财政部 2016 年 12 月发布的《关于印发<增值

税会计处理规定>的通知》（财会[2016]22号）及 2017 年 2 月

发布的《关于<增值税会计处理规定>有关问题的解读》相关要

求，利润表中的“营业税金及附加”科目应调整为“税金及附

加”项目；同时，将房产税、土地使用税、车船使用税、印花

税从“管理费用”科目调整至“税金及附加”科目所致。 

公允价值变动收益 2,384,930.14  -550.54% 
主要系公司期期末套期保值期货持仓公允价值变动损益大幅度

增加所致 

其它收益（政府补助） 367,300.00    

主要系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16号--政府补助规定，对 2017 年

1月 1日至本准则施行日之间新增的政府补助属于与企业日常

经营活动相关的政府补助，将原计入“营业外收入”的政府补

助转入“其他收益”所致 

营业利润 184,817,351.10  58.69% 报告期公司销售收入增加导致营业利润大幅增加 

营业外收入 1,105,467.02  -61.11% 
主要系本期保证金收回，收到政府补助比上期减少且根据最新

规定计入其他收益所致。 

营业外支出 66,501.53  68.50% 主要系报废一批不适用包装物所致。 

所得税费用 48,982,828.16  56.67% 主要系本公司利润增加导致应交所得税增加。 

净利润 136,873,488.43  55.53% 报告期经营收入大幅增加，公司净利润大幅增加。 

购买商品、接受劳务

支付的现金 
1,736,117,804.16  44.03% 主要系销售增加，原材料增加所致 

处置固定资产、无形

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

收回的现金净额 

520,588.00    主要系处置办公用车辆收入所致 

投资支付的现金 195,000,000.00    主要系公司使用短期闲置资金购买短期保本型理财产品所致。 

吸收投资收到的现金 466,037,735.85    主要系公司向社会公众溢价发行股票所致 

收到其他与筹资活动

有关的现金 
  -100.00% 主要系应付票据到期退回保证金所致 

偿还债务支付的现金 410,000,000.00  35.31% 主要系本公司偿还借款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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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付其他与筹资活动

有关的现金 
11,045,678.69  145.46% 主要系公司支付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相关手续费所致 

 

二、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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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适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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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对 2017 年度经营业绩的预计 

2017 年度预计的经营业绩情况：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正值且不属于扭亏为盈的情形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正值且不属于扭亏为盈的情形 

2017 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变动幅

度 
24.79% 至 69.80% 

2017 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变动区

间（万元） 
15,191.2 至 25,758.6 

2016 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万元） 11,798.69 

业绩变动的原因说明 
市场环境净化以后，公司凭借品牌优势和良好的声誉，销售额和利润持续

增长 

五、以公允价值计量的金融资产 

□ 适用 √ 不适用  

六、违规对外担保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违规对外担保情况。 

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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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适用 √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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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报告期内接待调研、沟通、采访等活动登记表 

√ 适用 □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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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待时间 接待方式 接待对象类型 调研的基本情况索引 

2017 年 08 月 29 日 实地调研 机构 

金龙羽:2017年 8月 29日调研活动附件

之接待机构投资者调研的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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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 年 08 月 30 日 实地调研 机构 

金龙羽:2017年 8月 30日调研活动附件

之接待机构投资者调研的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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