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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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负责人黄丙娣、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周旭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

人员)张镜和声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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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472,119,822.52  4,871,850,899.52  12.3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元） 2,167,886,694.16  2,144,042,758.19  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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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56,525,002.89  7.18% 1,893,528,159.71  3.0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元） 19,600,921.26  0.33% 62,784,272.87  18.8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元） 19,202,954.24  -5.10% 56,974,601.22  15.81%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元） 
-- -- 

321,183,803.16  76.73%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20  0.33% 0.065  18.82%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20  0.33% 0.065  18.82%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0.91% 减少 0.03 个百分点 2.92% 增加 0.35 个百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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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00,098.54  主要是本期处置房产损益。 

越权审批或无正式批准文件的税收返还、减免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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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598,880.43 

主要是本期确认 2016 年度省企

业研究开发省级财政补助项目

资金 1,847,000 元、2016 年佛山

市三水区级高新技术企业补助

资金 600,000 元、经济科技发展

专项资金 400,000 元和 2016 年

广东省高新技术企业培育库入

库企业奖补奖金 324,6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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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525,848.22   

其他符合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的损益项目  1,320,884.76   

减：所得税影响额  720,355.08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1,563,988.78   

合计 5,809,671.6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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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数及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115,0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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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东省广新控股

集团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26.01% 251,599,212 0 - - 

中央汇金资产管

理有限责任公司 
国有法人 1.46% 14,157,600 0 - - 

袁均富 境内自然人 0.38% 3,668,000 0 - - 

陈绍良 境内自然人 0.30% 2,884,152 0 - - 

张东伟   境内自然人 0.28% 2,670,200 0 - - 

李洪茂  境内自然人 0.19% 1,802,400 0 - - 

王涛 境内自然人 0.18% 1,769,500 0 - - 

吕宏卫 境内自然人 0.18% 1,710,000  - - 

佛山富硕宏信投

资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0.16% 1,589,953 0 - - 

卓辽志  境内自然人 0.16% 1,550,000 0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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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东省广新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251,599,212 人民币普通股 251,599,212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14,157,600 人民币普通股 14,157,600 

袁均富 3,668,000 人民币普通股 3,668,000 

陈绍良 2,884,152 人民币普通股 2,884,1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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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东伟  2,670,200 人民币普通股 2,670,200 

李洪茂  1,802,400 人民币普通股 1,802,400 

王涛 1,769,500 人民币普通股 1,769,500 

吕宏卫 1,710,000 人民币普通股 1,710,000 

佛山富硕宏信投资有限公司 1,589,953 人民币普通股 1,589,953 

卓辽志  1,550,000 人民币普通股 1,550,0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

说明 

公司前 10 名股东中，控股股东广新集团与其他股东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也不属于《上

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规定的一致行动人；未知其他流通股股东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

也未知其他流通股股东是否属于《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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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述股东中，袁均富通过普通账户持有公司股份 420,800 股，通过融资融券投资者信用

账户持有公司股份 3,247,200 股;陈绍良通过融资融券投资者信用账户持有公司股份

2,884,152 股；张东伟通过融资融券投资者信用账户持有公司股份 2,670,200 股；李洪茂

通过普通账户持有公司股份 2,600 股，通过融资融券投资者信用账户持有公司股份

1,799,800 股；王涛通过普通账户持有公司股份 2600 股，通过融资融券投资者信用账户

持有公司股份 1,723,000 股；吕红卫通过普通账户持有公司股份 630,000 股，通过融资

融券投资者信用账户持有公司股份 1,080,000 股；卓辽志通过融资融券投资者信用账户

持有公司股份 1,550,000 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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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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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货币资金比期初增加119.66%，主要是全资子公司佛山市合盈置业有限公司货币资金增加所致； 

2、应收股利比期初增加906.34万元，主要是本期收回参股公司佛山金辉高科光电材料有限公司期初应收股利及确认其2016

年度分红款所致； 

3、其他流动资产比期初增加93.43%，主要是公司本期利用自有闲置资金购买短期的低风险理财产品增加所致； 

4、在建工程比期初减少59.44%，主要是部分在建工程项目完工转入固定资产所致； 

5、短期借款比期初增加471.31%，主要是本期直接融资成本上升，公司根据融资市场成本变化调整筹资结构，增加银行借款

所致； 

6、预收款项比期初增加508.16%，主要是全资子公司佛山市合盈置业有限公司收到房地产项目预售购房款所致； 

7、应交税费比期初增加73.70%，主要是全资子公司佛山市合盈置业有限公司的房地产项目实现预售，应交增值税增加所致； 

8、应付股利比期初增加5,414.60万元，主要是本期控股子公司佛山纬达光电材料有限公司应付少数股东股利增加所致； 

9、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比期初增加146.91%，主要是将2018年3月18日到期的中期票据5亿元重分类至本项目所致； 

10、其他流动负债比期初减少30,000万元，主要是公司本期归还超短期融资券所致； 

11、长期借款比期初增加115.19%，主要是全资子公司佛山市合盈置业有限公司为房地产项目开发新增借款所致； 

12、应付债券比期初减少50,000万元，主要是将2018年3月18日到期的中期票据5亿元重分类至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所致； 

13、长期应付款比期初减少31.59%，主要是全资子公司佛山市合盈置业有限公司的房地产项目实现预售并有足额预售回款，

退回旭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部分保证金所致； 

14、年初至报告期末，税金及附加同比增加95.90%，主要是根据财政部下发的《增值税会计处理规定》（财会【2016】22

号），公司于2016年5月1日起将企业经营活动发生的相关税费调整至税金及附加会计科目中核算所致； 

15、年初至报告期末，资产减值损失同比增加33.86%，主要是本期计提的坏账准备同比增加所致； 

16、年初至报告期末，营业外收支净额同比减少23.21%，主要是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16号—政府补助》相关规定，政府补

助与日常活动相关部分转入其他收益单独列示所致； 

17、年初至报告期末，所得税费用同比减少40.88%，主要是控股子公司佛山纬达光电材料有限公司、佛山华韩卫生材料有限

公司和全资子公司佛山市三水长丰塑胶有限公司于2016年通过高新技术企业认定，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及

《高新技术企业认定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2017年度按15%税率计缴企业所得税所致； 

18、年初至报告期末，收到的税费返还同比增加1,089.14万元，主要是公司本期收到汇算清缴退回企业所得税增加所致； 

19、年初至报告期末，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同比增加76.73%，主要是公司本期收到汇算清缴后退回的企业所得税增

加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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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年初至报告期末，取得投资收益收到的现金同比减少85.89%，主要是公司本期收到联营企业的分红款减少所致； 

21、年初至报告期末，处置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收回的现金净额同比增加511.12万元，主要是公司本期收到

房产处置款所致； 

22、年初至报告期末，购建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支付的现金同比减少46.32%，主要是本期部分在建工程项目

转固使投入减少所致； 

23、年初至报告期末，收到及支付的其他与投资活动有关的现金同比发生变化主要是本期公司购买和收回短期的低风险理财

产品以发生额列示所致； 

24、年初至报告期末，取得借款收到的现金同比增加207.06%，主要是公司根据融资市场成本变化调整筹资结构，银行借款

增加所致； 

25、年初至报告期末，发行债券收到的现金同比减少70,000万元，主要是公司根据融资市场成本变化调整筹资结构，超短融

资券发行金额减少所致； 

26、年初至报告期末，偿还债务支付的现金同比减少47.40%，主要是公司本期根据融资市场成本变化调整筹资结构，债务偿

还金额减少所致； 

27、年初至报告期末，支付的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的现金同比增加2,222.80万元，主要是本期支付收购子公司佛山华韩卫生

材料有限公司和佛山易事达电容材料有限公司少数股东股权的款项反映在本项目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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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公司与中国科学院上海硅酸盐研究所合作成立石墨烯动力锂离子电池研发中心项目 

    2016年3月1日，公司与中国科学院上海硅酸盐研究所(以下简称“上硅所”)签署了《石墨烯在动力锂离子电池中的应用

研究及产业化合作框架协议》。双方共同成立石墨烯动力锂离子电池研发中心，致力于石墨烯在动力锂离子电池及高分子膜

材料的应用研究及产业化工作，重点攻克石墨烯宏量制备、石墨烯在锂电池中的使用、技术与产品转化方面等关键问题，为

公司发展新能源及新能源业务提供技术创新支持。本项目研发总投入约为5,000万元，截至本报告披露日，公司已支付上硅

所1,893.38万元。目前研发中心基于上硅所开发出的低缺陷、高分散石墨烯量产技术，针对石墨烯在动力电池中面临的产业

化应用难题，在石墨烯基动力电池研发上取得了进展，已研制出新型高导电石墨烯-碳纳米管复合导电剂浆料和石墨烯/磷酸

铁锂复合材料，能应用于磷酸铁锂动力电池；已设计开发出高功率长寿命石墨烯基磷酸铁锂动力电池和新型高功率石墨烯基

三元锂离子电池样本；目前项目正在建设锂电池中试生产线，处于设备调试验收阶段。公司还开展了石墨烯在高分子材料的

应用研究，如利用乙二醇石墨烯悬浮液进行PET合成等实验。 

（2）清算子公司事项 

    公司的控股子公司佛山鸿华聚酯切片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鸿华公司”）因经营期满，2014年股东协商，决定依照法律法

规等相关程序依法清算鸿华公司，于2014年成立清算组。2017年9月6日，鸿华公司已取得由广东省佛山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核

发的《核准注销登记通知书》，鸿华公司完成工商注销。根据会计准则相关规定，鸿华公司自2017年9月6日起退出公司合并

范围。 

    （3）财务资助逾期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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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5年5月至6月期间，为了缓解广州华工百川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工百川”）运营资金紧张的状况，保障其

正常运营，公司以借款方式为华工百川提供财务资助23,750万元，并于2015年7月将借款方式改为通过银行以委托贷款方式

提供。2016年3月，经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公司对华工百川上述财务资助的余额16,800万元续期。 

2016年5月，华工百川将持有的东莞市华工百川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75%股权按评估值作价人民币5,220万元转让给公司，

用于抵偿公司对华工百川财务资助中的等额借款。本次以资抵债交易完成后，公司对华工百川的财务资助余额为11,580万元。

华工百川以专利权、土地使用权及地上建筑物及其持有的部分子公司股权为本次财务资助提供质押、抵押担保，上述抵押物

价值可覆盖公司为华工百川提供的财务资助余额。 

截至本报告期末，公司为华工百川提供的财务资助余额为11,580万元，已全部逾期。公司正积极采取措施，通过委托贷

款银行发送催款函等方式进行催讨，并密切关注华工百川经营状况，加紧敦促其催收应收账款，加快存货的周转速度、资产

盘活及加强资金管理，制订可行的解决方案，落实具体的偿债和还款措施，尽快归还公司财务资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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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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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幅度变动的警示及原因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五、证券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证券投资。 

六、衍生品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万元 

衍生品投

资操作方

名称 

关联

关系 

是否

关联

交易 

衍生

品投

资类

型 

衍生品

投资初

始投资

金额 

起始

日期 

终止

日期 

期初投

资金额 

报

告

期

内

购

入

金

额 

报告期

内售出

金额 

计提

减值

准备

金额

（如

有） 

期

末

投

资

金

额 

期末投

资金额

占公司

报告期

末净资

产比例 

报告

期实

际损

益金

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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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山市三

水长丰塑

胶有限公

司 

不适

用 
否 

期货

套期

保值 

134.47 

2017

年 1

月 1

日 

2017

年 9

月 30

日 

134.47 0.00 1,175.90 0.00 0.00 - 0.00 

合计 134.47 -- -- 134.47 0.00 1,175.90 0.00 0.00 - 0.00 

衍生品投资资金来源 公司使用自有资金参与期货套保交易 

涉诉情况（如适用） 不适用 

衍生品投资审批董事会公告披露日

期（如有) 
2016 年 03 月 15 日 

衍生品投资审批股东会公告披露日

期（如有) 
- 

报告期衍生品持仓的风险分析及控

制措施说明（包括但不限于市场风

险、流动性风险、信用风险、操作

风险、法律风险等） 

为了防范原材料价格波动的风险，本公司通过境内期货交易所交易的品种，为公司生产所

需相应原材料进行套期保值，公司已建立了《期货交易管理制度》，并严格执行，防范持

仓风险。 

已投资衍生品报告期内市场价格或

产品公允价值变动的情况，对衍生

品公允价值的分析应披露具体使用

的方法及相关假设与参数的设定 

公司衍生品交易品种主要在场内的期货交易所交易，市场透明度大，成交非常活跃，成交

价格和当日结算单价能充分反映衍生品的公允价值。 

报告期公司衍生品的会计政策及会

计核算具体原则与上一报告期相比

是否发生重大变化的说明 

未发生重大变化。 

独立董事对公司衍生品投资及风险

控制情况的专项意见 

公司使用自有资金参与期货套保交易的相关审批程序符合国家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

程》的有关规定。公司已就参与期货套保交易建立了健全的组织机构及《期货交易管理制

度》。公司期货套保交易仅限于企业正常生产经营所使用的原材料，不存在损害公司和全

体股东利益的情形。公司将期货交易作为拓宽采购和销售渠道的途径以及规避原材料价格

波动风险的有效工具，通过加强内部控制和管理，落实风险防范措施，提高经营水平，有

利于公司实现持续稳定的经营效益。公司参与期货套保交易是必要的，风险是可以控制的。 

截至报告期末，公司于 2016 年度购入的拟交割商品期货合约已全部交割完毕，本报告期内公司无新增购入期货合约。 

七、报告期内接待调研、沟通、采访等活动登记表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内未发生接待调研、沟通、采访等活动。 

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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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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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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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履行精准扶贫社会责任情况 

公司报告三季度暂未开展精准扶贫工作，也暂无后续精准扶贫计划。 

 

 

 

 

佛山佛塑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黄丙娣 

 

        二○一七年十月二十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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