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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吕春涛及会计机构负责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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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22,156,058.89 874,593,926.43 5.4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资产 

192,260,495.26 162,978,787.13 17.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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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785,364.60 -13,175,461.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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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15,168,648.76 562,575,403.37 9.3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 

25,837,886.22 -34,631,771.0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

利润 

25,059,101.04 -34,538,898.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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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14.55 -14.86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9 -0.13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9 -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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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但与公司正常经营业

务密切相关，符合国家政策规定、按照一定标准

定额或定量持续享受的政府补助除外 

 878,849.18 大连市就业管

理中心的稳岗

补贴款项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100,064.00  

合计  778,785.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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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6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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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霄 1,520,100 0.55 已流通  未知  未知 

苗进 1,471,231 0.53 已流通  未知  未知 

GUOTAI JUNAN   

SECURITIES(HONGK

ONG) LIMITED 

1,186,140 0.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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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廖利平 1,106,300 0.40 已流通  未知  未知 

王明辉 1,082,900 0.39 已流通  未知  未知 

张继红 932,648 0.34 已流通  未知  未知 

马世强 838,317 0.30 已流通  未知  未知 

季明玉 754,000 0.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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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霄 1,520,100 境内上市外资股 1,520,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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苗进 1,471,231 境内上市外资股 1,471,231 

GUOTAI JUNAN   

SECURITIES(HONGKONG) LIMITED 

1,186,140 境内上市外资股 1,186,1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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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廖利平 1,106,300 境内上市外资股 1,106,300 

王明辉 1,082,900 境内上市外资股 1,082,900 

张继红 932,648 境内上市外资股 932,648 

马世强 838,317 境内上市外资股 838,317 

季明玉 754,000 境内上市外资股 754,000 

严政 709,301 境内上市外资股 709,3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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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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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应收账款 178,426,119.53 137,700,733.49 29.58  本期赊销款项增加 

预付款项   4,427,160.56 -100.00  预付款收货 

存货 60,075,858.37 14,837,544.84 304.89  库存商品增加 

在建工程 1,271,702.08 460,036.55 176.44  购建费用增加 

预收款项 139,604,026.68 106,104,820.64 31.57  预收客户纯碱货款增加 

应付职工薪酬 170,846.71 411,921.41 -58.52  发放前期未付工资 

专项储备 3,443,821.91    提取安全生产费用所致 

  本期数 上期数     

营业收入 615,168,648.76 562,575,403.37 9.35  主导产品纯碱市场价格升高 

资产减值损失 -2,002,334.94 -4,667,685.92 57.10  上年期初计提的减值准备冲回较大 

营业利润 25,059,101.04 -34,538,898.77 172.55  主导产品纯碱市场价格升高 

营业外收入 878,849.18 1,144.27 76704.35  本期收到政府稳岗补贴款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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净利润 25,837,886.22 -34,631,771.08 174.61  主导产品纯碱市场价格升高 

  本期数 上期数     

支付的各项税费 9,450,142.84 15,688,724.48 -39.76  

上年同期缴纳的税款包含前一年度

税款 401万元，另今年 7月 1日始氯

化铵税率由 13%调整为 11% 

支付其他与经营活动

有关的现金 
5,972,953.87 4,127,234.49 44.72  本期与大化集团往来款项增加 

购建固定资产、无形

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

支付的现金 

459,498.00 9,560.00 4706.46  本期发生的购建费用增加 

支付其他与筹资活动

有关的现金 
  40,000,000.00 -100.00  

上年同期支付银行承兑汇票保证

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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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10月 25日 

 

四、 附录 

4.1 财务报表 

资产负债表 

201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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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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货币资金 71,165,452.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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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0,000.00 374,625.00 

应收账款 178,426,119.53 137,700,733.49 

预付款项  4,427,160.56 

应收利息   

应收股利   

其他应收款 79,607.94 81,381.75 

存货 60,075,858.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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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0,037,037.93 228,146,953.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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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10,847,318.88 645,986,936.04 

在建工程 1,271,702.08 460,036.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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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12,119,020.96 646,446,972.59 

资产总计 922,156,058.89 874,593,926.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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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4,000,000.00 134,000,000.00 

应付账款 267,922,089.39 283,446,529.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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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收款项 139,604,026.68 106,104,820.64 

应付职工薪酬 170,846.71 411,921.41 

应交税费 1,179,336.35 1,008,408.53 

应付利息   

应付股利   

其他应付款 20,849,264.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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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29,895,563.63 711,615,139.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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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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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29,895,563.63 711,615,139.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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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43,821.91  

盈余公积 15,404,353.58 15,404,353.58 

未分配利润 -620,992,945.31 -646,830,831.53 

所有者权益合计 192,260,495.26 162,978,787.13 

负债和所有者权益总计 922,156,058.89 874,593,926.43 

 

法定代表人：刘平芹        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吕春涛        会计机构负责人：田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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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润表 

201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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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7,266,260.81 130,512,518.77 615,168,648.76 562,575,403.37 

减：营业成本 183,164,944.20 125,342,926.98 552,004,013.66 566,559,192.60 

税金及附加 371,978.21 1,058,114.39 1,340,198.25 1,513,509.53 

销售费用 3,907,325.05 4,584,633.47 13,050,746.74 12,159,213.59 

管理费用 5,509,746.30 4,408,299.21 18,104,054.84 15,299,804.81 

财务费用 2,577,632.08 2,837,198.87 7,612,869.17 6,250,267.53 

资产减值损失   -2,002,334.94 -4,667,685.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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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收益     

二、营业利润（亏损以“－”

号填列） 

1,734,634.97 -7,718,654.15 25,059,101.04 -34,538,898.77 

加：营业外收入  994.27 878,849.18 1,144.27 

其中：非流动资产

处置利得 

    

减：营业外支出   100,064.00 94,016.58 

其中：非流动资产

处置损失 

    

三、利润总额（亏损总额以

“－”号填列） 

1,734,634.97 -7,717,659.88 25,837,886.22 -34,631,771.08 

减：所得税费用     

四、净利润（净亏损以“－”

号填列） 

1,734,634.97 -7,717,659.88 25,837,886.22 -34,631,77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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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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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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34,634.97 -7,717,659.88 25,837,886.22 -34,631,771.08 

七、每股收益：        

（一）基本每股收益(元

/股) 

0.01 -0.03 0.09 -0.13 

（二）稀释每股收益(元

/股) 

0.01 -0.03 0.09 -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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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金流量表 

201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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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43,071,311.21 494,734,902.45 

收到的税费返还   

收到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8,346,682.97 8,207,578.79 

经营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551,417,994.18 502,942,481.24 

购买商品、接受劳务支付的现金 480,390,029.09 448,616,178.26 

支付给职工以及为职工支付的现金 46,819,503.78 47,685,805.43 

支付的各项税费 9,450,142.84 15,688,724.48 

支付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5,972,953.87 4,127,234.49 

经营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542,632,629.58 516,117,942.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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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8,785,364.60 -13,175,461.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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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59,49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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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59,498.00 9,560.00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459,49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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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6,170,000.00 166,170,000.00 

发行债券收到的现金   

收到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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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偿还债务支付的现金 166,170,000.00 106,314,355.56 

分配股利、利润或偿付利息支付的现金 7,738,049.87 6,951,434.83 

支付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40,000,000.00 

筹资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173,908,049.87 153,265,790.39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7,738,049.87 12,904,209.61 

四、汇率变动对现金及现金等价物的影响 -147,872.84 88,382.26 

五、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 439,943.89 -192,429.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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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65,452.09 9,533,151.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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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 审计报告 

□适用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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