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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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下列董事外，其他董事亲自出席了审议本次季报的董事会会议 

未亲自出席董事姓名 未亲自出席董事职务 未亲自出席会议原因 被委托人姓名 

周永章 独立董事 出差 龚洁敏 

公司负责人朱冰、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庄学武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

人员)王敏凌声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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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28,046,154.04 3,419,170,719.94 -5.5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元） 
2,696,107,476.27 2,632,196,412.84 2.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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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74,337,750.07 14.73% 1,428,699,186.56 5.4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元） 
26,898,673.35 1,955.43% 60,224,613.39 1,252.2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元） 
26,443,978.26 815.67% 53,079,425.03 706.04%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元） 
-- -- 41,706,546.95 -81.20%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402 1,929.24% 0.0901 1,255.13%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402 1,929.24% 0.0901 1,255.13%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00% 增加 1.06 个百分点 2.26% 增加 2.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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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14,406.03 处置固定资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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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572,132.18 政府补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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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69,612.74 
投资理财产品的收益、期货平仓

收益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437,001.13  

减：所得税影响额 2,075,048.02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1,086.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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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计 7,145,188.3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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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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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9,5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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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云浮广业硫铁矿

集团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31.31% 209,261,113 209,261,113 质押或冻结 0 

广东省广业集团

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12.13% 81,051,861 81,051,861 质押或冻结 0 

广西广业粤桂投

资集团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11.34% 75,800,000 0 质押或冻结 0 

方少瑜 境内自然人 1.61% 10,769,458 0 质押或冻结 0 

列凤媚 境内自然人 0.82% 5,510,656 0 质押或冻结 0 

梁淑莲 境内自然人 0.61% 4,073,729 0 质押或冻结 0 

何春雷 境内自然人 0.47% 3,123,454 0 质押或冻结 0 

中国证券金融股

份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0.36% 2,378,891 0 质押或冻结 0 

李臣 境内自然人 0.29% 1,954,269 0 质押或冻结 0 

张斌 境内自然人 0.24% 1,584,856 0 质押或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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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西广业粤桂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75,8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75,800,000 

方少瑜 10,769,458 人民币普通股 10,769,458 

列凤媚 5,510,656 人民币普通股 5,510,6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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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淑莲 4,073,729 人民币普通股 4,073,729 

何春雷 3,123,454 人民币普通股 3,123,454 

中国证券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2,378,891 人民币普通股 2,378,891 

李臣 1,954,269 人民币普通股 1,954,269 

张斌 1,584,856 人民币普通股 1,584,856 

广西贵港甘化股份有限公司 1,4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1,400,000 

刘立杰 1,325,110 人民币普通股 1,325,11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

说明 

股东方少瑜、列凤媚、梁淑莲是一致行动人。其他股东之间的关联关系不详，也未知其

之间是否属于《上市公司股东持股变动信息披露管理办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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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东方少瑜通过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票

9,780,302 股。股东列凤媚通过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

公司股票 5,510,656 股。股东梁淑莲通过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

账户持有公司股票 4,073,729 股。股东李臣通过方正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

保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票 1,954,269 股。股东张斌通过长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

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票 1,453,2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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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付账款比期初减少33.89%，主要是桨板及蔗渣预付款减少。 

2、其他应收款比年初减少78.06%，主要是土地储备中心土地征地款减少。 

3、在建工程比年初增加61.21%，主要是本期粤桂热电循环糖厂技改项目增加1,694.70万元，粤桂热电循环基础建设工程项

目增加258.13万元，100kt/a湿法磷酸净化装置工程增加182.98万元，云安绿色日化产业集聚区供热蒸汽管道改造项目增加

85.87万元。 

4、长期待摊费用比年初减少30.40%，主要是本期良种甘蔗种植扶持摊销284.45万元。 

5、短期借款比年初增加133.33%，主要是本期银行借款增加。 

6、衍生金融负债比年初减少100%，主要是本期无发生。 

7、应付账款比年初减少63.27%，主要是本期原料蔗款已全部支付。 

8、预收账款比年初增加43.25%，主要是矿石产品的预收款增加。 

9、应付职工薪酬比年初减少42.86%，主要是本期支付2016年年终奖、中层及以上领导效益年薪等。 

10、应交税费比年初增加47.39%，主要是应交企业所得税增加。 

11、应付股利比年初减少98%，主要是本期支付云硫集团应付股利。 

12、其他应付款比年初减少64.27%，主要是本期付云硫集团资产重组前代发的工资、材料款以及往来款。 

13、专项储备比年初增加132.53%，主要是本期计提安全生产费。 

14、财务费用比上年同期减少201.64%，主要是本期利息收入增加。 

15、其他收益比上年同期增加100%，主要是上年无发生，本期为增值税退税返还。 

16、所得税费用比上年同期增加159.92%，主要是当期所得税费用增加。 

17、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比上年同期减少81.20%，主要是本期收到的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比上年同期减少

46.66%，购买商品、接受劳务支付的现金比上年同期增加8.92%。 

18、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比上年同期增加30.67%，主要是本期购建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所支付的

现金及投资支付的现金减少。 

19、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比上年同期减少365.75%，主要是本期分配股利、利润、偿付利息及支付云硫集团资产重

组前三类人员管理费用的现金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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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公司整体搬迁改造事项在报告期内的进展情况 

公司搬迁改造的建设方案、投资估算等情况与2015年10月17日披露的《关于公司整体搬迁改造的议案》相比，目前没有

发生重大变动，但受征地等客观因素影响，建设进度和预定计划时间有所延后。具体项目建设进展情况如下： 

（1）粤桂热电循环糖厂搬迁技改项目(一期工程) 

项目占地约500亩，采用亚硫酸法生产工艺，投资估算58,000万元，原计划2016年2月开工，预计2017年底竣工投产，由

于供地延迟了一年，项目建设只能相应推迟。目前，项目建设用地（第二批500亩）已签订土地出让合同，并缴纳购地款，

已办理土地使用权证。 项目已完成投资3,881.29万元。 

项目已完成主要设备的招标和完成投资、施工、监理单位的招标。项目采用BT方式建设，中标单位为广东省广业置业

集团有限公司、广州建筑股份有限公司以及广东省石油化工建设集团公司联合体；项目建设监理单位完成公开招标，中标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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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为广东顺业石油化工建设监理有限公司。 

2017 年 9 月 8 日，公司与广东省广业置业集团有限公司（牵头单位）、广州建筑股份有限公司、广东省石油化工建设

集团公司（联合体）签订了《粤桂热电循环糖厂搬迁技改项目投资、建设、移交回 购项目合同》。详见公司于2017年9月12

日在《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上披露的《广西贵糖（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与广东省广业置业集团有限公司、广州

建筑股份有限公司、广东省石油化工建设集团公司签订BT项目合同暨因公开招标形成关联交易的公告 》（2017-048）。2017

年9月30日，公司与广东顺业石油化工建设监理有限公司签订《粤桂热电循环糖厂搬迁技改项目投资、建设、移交回购项目

监理合同》。项目采用BT模式建设，有利于提升公司资本运作能力。 

（2）年产10.89万吨漂白浆项目 

项目已通过环评，通过土地预审，正在等待第三批500亩土地的用地指标批复及征地，项目已完成投资167.33万元。工

期建设推迟的主要原因是土地供应推迟。 

（3）年产8万吨生活用纸、8万吨特种纸搬迁技改项目 

项目已完成备案、环评，进入项目投资报批等相关审批阶段，项目已完成投资74.86万元。项目建设推迟的主要原因是

土地供应推迟。 

（4）办公生活区、基础设施配套建设项目 

2016年4月完成搬迁改造第一批500亩土地的购地及办证工作，其中250亩为出让商住用地，规划用于建设办公生活区，

另外约250亩为出让工业用地，规划用于建设糖厂仓库工程及生活用纸搬迁改造项目。目前，办公区（包括办公楼、职工饭

堂、招待所）已完成初步设计，计划2017年底前开工建设，2018年底前竣工投入使用；生活区正在启动设计招标，计划2017

年底前开工建设约10000㎡职工宿舍，2018年底前竣工投入使用。基础设施建设已完成投资732.91万元。 

至2017年9月30日止，整体搬迁技改项目累计完成投资20,970.26万元（含购买土地），其中项目投资4,856.39万元，土地

投资16,113.87万元。 

重要事项概述 披露日期 临时报告披露网站查询索引 

收到退税 2017 年 08 月 03 日 

详见公司于 2017 年 8 月 3 日在《证券时

报》和巨潮资讯网上披露的《关于收到

退税的公告》（2017-037）。 

会计政策变更 2017 年 08 月 24 日 

详见公司于 2017 年 8 月 24 日在《证券

时报》和巨潮资讯网上披露的《广西贵

糖（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会计政策

变更的公告 》（2017-038）。 

整改报告 2017 年 08 月 25 日 

详见公司于 2017 年 8 月 25 日在《证券

时报》和巨潮资讯网上披露的《广西贵

糖（集团）有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对中国

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广西监管局行政监

管措施的整改报告 》（2017-039）。 

公司签订 BT 项目建设合同 2017 年 09 月 12 日 

详见公司于 2017 年 9 月 12 日在《证券

时报》和巨潮资讯网上披露的《广西贵

糖（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与广

东省广业置业集团有限公司、广州建筑

股份有限公司、广东省石油化工建设集

团公司签订 BT 项目合同暨因公开招标

形成关联交易的公告 》（2017-0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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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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白糖期

货 
无 否 期货 14.2 

2017 年

01 月 01

日 

2017 年

09 月 30

日 

14.2 0 
4,200.9

9 
  0.00% 41.32 

合计 14.2 -- -- 14.2 0 
4,200.9

9 
 0 0.00% 41.32 

衍生品投资资金来源 自有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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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适用 

衍生品投资审批股东会公告披露日

期（如有)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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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使用期货合约在期货市场购买和销售白糖（并未从事期货套期保值和期货投机业

务）。主要操作如下：1、根据具体走势采取期货与现货的错位操作等方式，适时跟踪

盘面期货价格走势，结合现货分析，合理制定销售价格。2、严格控制 资金规模，合

理计划和使用保证金。3、建立异常情况及时报告制度，并形成高效的风险处理程序。

4、加强对国家及相关管理机构相关政策的把握和理解，把握政策趋势。5、牢固掌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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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品交易所相关规定，积极配合交易所及相关部门的风险管理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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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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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否 

独立董事对公司衍生品投资及风险

控制情况的专项意见 
不适用 

七、报告期内接待调研、沟通、采访等活动登记表 

√ 适用 □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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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日 电话沟通 个人 《2017 年半年度业绩预告》披露时间。 

2017 年 09 月 14 日 实地调研 机构 
详见公司刊登在巨潮资讯网上的《2017

年 9 月 14 日投资者关系活动记录表》 

2017 年 09 月 15 日 电话沟通 个人 公司是否生产乙醇，公司暂无生产。 

2017 年 09 月 19 日 实地调研 机构 
详见公司刊登在巨潮资讯网上的《2017

年 9 月 19 日投资者关系活动记录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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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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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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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履行精准扶贫社会责任情况 

1、三季度（7-9 月）精准扶贫概要 

按照三季度扶贫计划，全资子公司云硫矿业做了如下工作： 

一、开展了中秋慰问活动，106 名帮扶责任人对结对帮扶的 106 户完进行，了解贫困户生产生活情况，并送上慰问品和

慰问金。让贫困户过上一个欢乐祥和的中秋。 

二、在石巷主要入村路口安装了 13 盏太阳能路灯，为村民照亮夜晚回家的路。 

三、计划兴建集中式光伏发电站，项目立项、方案经村委两委会、村民代表会、贫困户代表会讨论通过。项目申报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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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报镇、区扶贫办审批。光伏项目累计投入 95.88 万元。 

四、对有特殊情况，无法进行家庭养殖业的贫困户，驻村扶贫小组委托专业养牛公司实行集中寄养，统一销售，收益归

贫困户。寄养水牛项目资金投入为 7.25 万元。 

五、实施贫困生教育扶贫。云硫矿业自筹资金 0.6 万元，资助贫困生 27 人次。 

六、落实残疾困难补贴及“三留守”人员补助 1.62 万元，共计 54 人次。 

注：上述包括落实广东省政府专项扶贫资金 104.75 万元。 

2、上市公司三季度（7-9 月）精准扶贫工作情况 

指标 计量单位 数量/开展情况 

一、总体情况 —— —— 

 其中：1.资金 万元 105.35 

    2.物资折款 万元 1.06 

    3.帮助建档立卡贫困人口脱贫数 人 216 

二、分项投入 —— —— 

 1.产业发展脱贫 —— —— 

其中：  1.1 产业发展脱贫项目类型 —— 资产收益扶贫 

     1.2 产业发展脱贫项目个数 个 24 

     1.3 产业发展脱贫项目投入金额 万元 103.13 

     1.4 帮助建档立卡贫困人口脱贫数 人 96 

 2.转移就业脱贫 —— —— 

 3.易地搬迁脱贫 —— —— 

 4.教育脱贫 —— —— 

其中：  4.1 资助贫困学生投入金额 万元 0.6 

     4.2 资助贫困学生人数 人 27 

 5.健康扶贫 —— —— 

 6.生态保护扶贫 —— —— 

 7.兜底保障 —— —— 

其中：  7.1“三留守”人员投入金额 万元 0.87 

     7.2 帮助“三留守”人员数 人 29 

     7.3 贫困残疾人投入金额 万元 0.75 

     7.4 帮助贫困残疾人数 人 25 

 8.社会扶贫 —— —— 

 9.其他项目 —— —— 

三、所获奖项（内容、级别）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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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后续精准扶贫计划 

根据石巷村有劳力的贫困户大都是弱劳动力者，及村人口居住密集不宜发展养殖业的实际情况，制定了集中修建光伏发

电站作为扶贫产业主要措施。拟投资36万元建30千伏光伏发电站。 

 

 

广西贵糖（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朱冰 

2017 年 10 月 2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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