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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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负责人李水荣、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李彩娥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

管人员)张绍英声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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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溯调整或重述原因 

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减 

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后 

总资产（元） 56,783,081,553.72 40,641,368,050.04 43,867,455,731.09 29.4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13,836,226,016.48 12,671,118,451.66 14,200,787,603.70 -2.57%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

年同期增减 
年初至报告期末 

上年同期 
年初至报告期末

比上年同期增减 

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后 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后 

营业收入（元） 17,161,810,223.21 12,905,444,625.47 12,905,444,625.47 32.98% 52,362,796,303.53 31,407,525,565.10 31,407,525,565.10 66.7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452,215,874.34 500,933,542.99 501,099,267.52 -9.76% 1,554,871,183.29 1,228,203,240.44 1,228,239,765.03 26.5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

性损益的净利润（元） 
313,865,586.30 429,349,410.64 429,515,135.17 -26.93% 1,250,633,938.50 1,070,433,058.89 1,070,469,553.48 16.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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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4,548,749,743.00 2,239,937,475.59 2,243,806,196.28 102.72% 3,521,047,510.22 2,383,293,544.73 2,386,652,633.86 47.53%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2 0.19 0.20 -40.00% 0.41 0.48 0.48 -14.58%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2 0.20 0.20 -40.00% 0.41 0.48 0.48 -14.58%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2.91% 4.24% 4.24% -1.33% 10.38% 10.75% 10.73% -0.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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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5,214.85  

越权审批或无正式批准文件的税收返还、减免 13,982,077.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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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6,751,199.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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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易性金融负债和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取得的投资收益 
199,418,691.64  

对外委托贷款取得的损益 27,486,163.52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3,359,411.04  

减：所得税影响额 5,160,044.84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8,494,961.63  

合计 304,237,244.7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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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9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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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浙江荣盛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70.36% 2,684,999,856 120,000,000   

李水荣 境内自然人 7.49% 285,900,000 214,425,000   

杭州竹雅投资合伙企业（有限

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人 1.66% 63,526,754    

杭州本洪投资管理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人 1.53% 58,299,750  质押 58,299,750 

金鹰基金－工商银行－金鹰穗

通定增 87 号资产管理计划 
其他 1.35% 51,675,192    

财通基金－工商银行－富春定

增 663 号资产管理计划 
其他 1.26% 48,000,000    

李国庆 境内自然人 1.12% 42,900,000 32,175,000   

许月娟 境内自然人 1.12% 42,900,000    

李永庆 境内自然人 1.12% 42,900,000 32,175,000   

乔晓辉 境内自然人 1.07% 40,920,000  质押 30,92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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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浙江荣盛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2,564,999,856 人民币普通股 2,564,999,856 

李水荣 71,475,000 人民币普通股 71,475,000 

杭州竹雅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63,526,754 人民币普通股 63,526,754 

杭州本洪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58,299,750 人民币普通股 58,299,750 

金鹰基金－工商银行－金鹰穗通定增 87 号资产

管理计划 
51,675,192 人民币普通股 51,675,192 

财通基金－工商银行－富春定增 663 号资产管理

计划 
48,0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48,000,000 

许月娟 42,9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42,9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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乔晓辉 40,920,000 人民币普通股 40,920,000 

杭州泰恒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36,202,032 人民币普通股 36,202,032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21,648,300 人民币普通股 21,648,3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前 10 名股东中浙江荣盛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为本公司的控股股东，李永庆、

李国庆为浙江荣盛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李水荣之堂侄，许月娟为李水

荣之弟媳，构成关联关系。除上述关联关系外，公司未知其他股东之间是

否存在关联关系或为一致行动人。 

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参与融资融券业务情况说明

（如有）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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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位：元 

报表项目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期末 变动幅度 变动原因说明 

应收票据  2,221,304,133.03     448,478,204.65  395.30% 
主要系控股子公司逸盛大化石化有限公司本期收客户

银行承兑汇票增加。 

预付款项  6,553,494,123.25   2,833,460,919.91  131.29% 
主要系控股子公司浙江石油化工有限公司本期预付工

程设备款增加。 

存货  3,307,479,392.16   2,461,669,807.12  34.36% 
主要系全资子公司宁波中金石化有限公司本期库存原

料增加。 

在建工程  5,150,033,888.97   2,087,022,044.24  146.76% 
主要系控股子公司浙江石油化工有限公司本期土建及

设备安装增加。 

工程物资    518,038,606.77     115,747,346.38  347.56% 
主要系控股子公司浙江石油化工有限公司本期工程专

用材料增加。 

其他非流动资产  1,694,060,547.24       17,840,474.66  9,395.60% 
主要系控股子公司浙江石油化工有限公司预付土地款

增加。 

短期借款 13,856,869,049.03   7,802,788,616.81  77.59% 
主要系公司及全资子公司宁波中金石化有限公司本期

银行借款增加。 

应付票据  2,824,281,932.46   3,874,777,899.66  -27.11% 
主要系控股子公司逸盛大化石化有限公司本期付供应

商银行承兑汇票减少。 

应付账款  4,487,004,374.43   3,064,922,494.05  46.40% 
主要系控股子公司逸盛大化石化有限公司及浙江石油

化工有限公司本期应付供应商原料及设备款增加。 

其他应付款  3,653,166,855.26       76,769,683.41  4,658.61% 
主要系公司及全资子公司宁波中金石化有限公司本期

应付母公司控股集团往来款项增加。 

应付债券                   -       846,787,364.30  -100.00% 主要系公司债券到期赎回。 

营业收入 52,362,796,303.53  31,407,525,565.10  66.72% 

主要系控股子公司逸盛大化石化有限公司及全资子公

司宁波中金石化有限公司本期PTA贸易收入及芳烃产

品收入增加。 

营业成本 49,264,258,756.81  28,013,621,604.38  75.86% 

主要系控股子公司逸盛大化石化有限公司及全资子公

司宁波中金石化有限公司本期销售量增加，相应成本增

加。 

管理费用    844,917,849.65     648,866,015.38  30.21% 
主要系全资子公司宁波中金石化有限公司本期研发费

用增加。 

财务费用    452,536,372.66     794,147,808.83  -43.02% 主要系公司本期汇兑收益增加。 

所得税费用 138,234,624.30 394,409,351.50 -64.95% 
主要系全资子公司宁波中金石化有限公司本期预提所

得税税率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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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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适用 

重要事项概述 披露日期 临时报告披露网站查询索引 

2017 年度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事项 2017 年 07 月 11 日 

http://www.cninfo.com.cn/cninfo-new/disc

losure/szse_sme/bulletin_detail/true/12036

92102?announceTime=2017-07-11 

关于收到《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申请受

理通知书》的公告 
2017 年 08 月 22 日 

http://www.cninfo.com.cn/cninfo-new/disc

losure/szse_sme/bulletin_detail/true/12038

34897?announceTime=2017-08-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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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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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收购报告书或权益变动报告书中所作承

诺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资产重组时所作承诺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首次公开发行或再融资时所作承诺 
发行前

股东 

首次公开发

行所做承诺 

公司控股股东荣盛控股

与公司签订了《不竞争协

议》，承诺不与公司同业

竞争；公司实际控制人、

第一大自然人股东李水

荣及其他股东李永庆、李

国庆、倪信才、许月娟、

赵关龙分别出具《关于避

免同业竞争的承诺函》，

承诺不与公司同业竞争。 

2010 年 11

月 02 日 
长期 遵守承诺 

股权激励承诺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其他对公司中小股东所作承诺 
控股股

东 

股份锁定承

诺 

自荣盛石化股份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荣盛石

化”）2015 年度非公开发

行股票自发行结束之日

（即新增股份上市首日）

起 36 个月内，不转让或

者委托他人管理本次认

购的荣盛石化股票，也不

由荣盛石化回购该部分

2016 年 01

月 25 日 
36 个月 遵守承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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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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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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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 至 15% 

2017 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变动区间（万元） 192,000 至 220,800 

2016 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万元） 192,079 

业绩变动的原因说明 

为确保芳烃装置更加安全、高效运行，公司按计划在四季度对装

置进行消缺优化；PTA 板块景气度有所提升；化纤板块行情较为

稳定。 

五、以公允价值计量的金融资产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资产类别 本期公允价值变动损益 累计投资收益 期末金额 资金来源 

金融衍生工具 -63,304,884.31 -62,761,558.07 -35,832,690.70 自有资金 

期货 356,498,004.16 -31,012,870.14 406,738,930.93 自有资金 

合计 293,193,119.85 -93,774,428.21 370,906,240.2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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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7 月 12 日 实地调研 机构 
详见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information/companyinfo_n.html?fulltext?szsme002493 

2017 年 08 月 15 日 实地调研 机构 
详见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information/companyinfo_n.html?fulltext?szsme002493 

2017 年 08 月 17 日 实地调研 机构 
详见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information/companyinfo_n.html?fulltext?szsme002493 

2017 年 08 月 18 日 实地调研 机构 
详见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information/companyinfo_n.html?fulltext?szsme002493 

 

 

 

 

 

 

 

 

 

荣盛石化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李水荣 

2017 年 10 月 2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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