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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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负责人鹿成滨、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张淳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

人员)公沛柱声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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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92,467,662.84 2,117,101,657.51 8.2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元） 
1,799,568,096.40 1,683,828,710.02 6.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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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51,881,845.51 42.73% 1,109,488,495.22 34.1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元） 
76,470,076.23 100.21% 139,137,255.28 117.6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元） 
76,090,813.16 115.10% 136,986,322.50 149.47%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元） 
121,180,243.05 52.05% 276,406,957.38 18.82%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22 100.00% 0.40 122.22%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22 100.00% 0.40 122.22%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4.34% 2.00% 7.98% 4.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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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20,886.03 主要系处置固定资产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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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702,200.00 

主要系收到并于本期计入营业

外收入的政府补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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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56,766.27 
主要系交易性金融资产公允价

值变动及处置损益影响。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2,208,753.61 
主要系本报告期公益性捐赠支

出等. 

减：所得税影响额 378,393.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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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计 2,150,932.7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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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4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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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奇耐联合纤维亚

太控股有限公司 
境外法人 29.00% 101,780,730 101,780,730   

鹿成滨 境内自然人 13.96% 48,997,137 36,398,508   

沂源县南麻街道

集体资产经营管

理中心 

境内非国有法人 4.03% 14,129,697 0   

交通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长信量

化先锋混合型证

券投资基金 

境内非国有法人 1.48% 5,200,076 0   

盛新太 境内自然人 1.11% 3,900,620 2,925,465   

高俊昌 境内自然人 1.09% 3,825,333 0   

毕研海 境内自然人 1.05% 3,669,623 0   

任德凤 境内自然人 1.04% 3,642,489 0   

中国建设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景

顺长城量化精选

股票型证券投资

基金 

境内非国有法人 1.00% 3,499,700 0   

中国农业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景

顺长城沪深 300

境内非国有法人 0.97% 3,418,557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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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数增强型证券

投资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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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沂源县南麻街道集体资产经营管

理中心 
14,129,697 人民币普通股  

鹿成滨 12,598,629 人民币普通股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长信量

化先锋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5,200,076 人民币普通股  

高俊昌 3,825,333 人民币普通股  

毕研海 3,669,623 人民币普通股  

任德凤 3,642,489 人民币普通股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景

顺长城量化精选股票型证券投资

基金 

3,499,700 人民币普通股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景

顺长城沪深 300指数增强型证券投

资基金 

3,418,557 人民币普通股  

上海混沌道然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混沌价值一号基金 
3,211,066 人民币普通股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3,096,900 人民币普通股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

说明 
鹿成滨与任德凤系夫妻关系。 

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参与融资融券

业务情况说明（如有）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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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东鲁阳节能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第三季度报告正文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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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易性金融资产减少2,484,987.84元,比上年同期减少100.00%,主要是报告期内公司出

售持有交易性金融资产所致。 

2、应收利息增加1,032,115.07元,比上年同期增加100.00%，主要是公司报告期内应收理财

产品利息增加所致。 

3、其他应收款增加8,015,710.21元,比上年同期增加34.84%，主要是报告期内员工备用金、

投标保证金增加所致。 

4、其他流动资产增加334,635.43元,比上年同期增加31.04%，主要是报告期末预交税费增

加所致。 

5、持有至到期投资增加150,000,000.00元,比上年同期增加100.00%，主要是公司报告期内

购买理财产品增加所致。 

6、在建工程增加4,083,409.89元,比上年同期增加85.92%，主要是报告期玄武岩纤维及湿

法制品生产线技改项目支出增加所致。 

7、工程物资减少5,965,315.6元,比上年同期减少37.46%，主要是报告期公司工程物资计提

减值所致。 

8、固定资产清理减少400,000.00元,比上年同期减少100.00%，原因是报告期公司待处理

设备已清理完毕所致。 

9、其他非流动资产增加15,085,666.13元,比上年同期增加54.72%，主要是报告期生产设备

预付款增长所致。 

10、短期借款减少27,000,000.00元,比上年同期减少35.06%，主要是公司现金充裕，归还

部分贷款所致。 

11、应付票据增加21,475,427.26元,比上年同期增加30.17%，主要是报告期自办未到期承

兑增加所致。 

12、预收款项增加34,505,641.95元,比上年同期增加70.77%，原因是预收货款增加所致。 

13、应交税费增加12,387,969.51元,比上年同期增加82.99%，主要是应交增值税及所得税

增加所致，报告期公司不存在逾期应缴税款。 

14、应付利息减少35,887.50元,比上年同期减少35.06%，主要是报告期借款减少所致。 

15、其他应付款增加11,497,194.87元,比上年同期增加60.10%，主要是报告期应付保证金

及职工团队对赌押金增加所致。 

16、递延收益增加4,340,000.00元,比上年同期增加34.63%，主要是内蒙古子公司收节能环

保项目补贴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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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股本增加116,989,344.00股,比上年同期增加50.00%，原因是公司报告期内实施资本公

积转增股本。 

18、营业收入增加282,293,826.53元,比上年同期增加34.13%，主要是报告期发货量增长及

销售价格增长所致。 

19、营业税金及附加增加13,608,598.06元,比上年同期增加177.50%，主要是公司按照《增

值税会计处理规定》的要求将房产税、土地使用税、车船使用税、印花税等相关税费，将2016

年5月1日起发生的，列示于“税金及附加”项目所致。 

20、资产减值损失增加20,984,546.42元,比上年同期增加780.25%，主要是报告期公司应收

账款坏账准备增加及计提工程物资减值准备所致。 

21、投资收益增加1,478,932.93元,比上年同期增加100.00%，主要是报告期出售交易性金

融资产及理财产品应收利息增加所致。 

22、其他收益增加13,256,694.6元,比上年同期增加100.00%，主要是报告期收到的即征即

退增值税增加所致。 

23、营业外支出增加2,899,064.44元,比上年同期增加1547.20%，主要是报告期公司对外捐

赠支出增加所致。 

24、所得税费用增加8,591,320.42元,比上年同期增加64.47%，主要是报告期利润增长所致。 

25、收到的税费返还增加12,782,795.28元,比上年同期增加23305.73%，主要是本报告期收

到的增值税退税增加所致。 

26、收到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增加6,017,331.89元,比上年同期增加57.70%，主要是

本报告期收到的政府补助增加所致。 

27、支付的各项税费增加41,731,056.88元,比上年同期增加50.49%，主要是本报告期缴纳

的增值税、所得税等税费增长所致。 

28、收回投资收到的现金增加2,594,936.25元,比上年同期增加100.00%，主要是公司持有

交易性金融资产报告期内出售所致。 

29、取得投资收益收到的现金增加446,817.86元,比上年同期增加100.00%，原因是报告期

公司交易性金融资产持有期间投资收益增加所致。 

30、处置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收回的现金净额增加338,986.64元,比上年

同期增加148.19%，主要是本报告期处置废旧设备增加所致。 

31、收到其他与投资活动有关的现金减少785,000.00元,比上年同期减少100.00%，主要是

报告期收到的与资产相关的政府补助减少所致。 

32、投资支付的现金增加150,000,000.00元,比上年同期增加100.00%，原因是公司报告期

内购买定期理财产品增加所致。 

33、取得借款收到的现金减少27,000,000.00元,比上年同期减少31.03%，原因是报告期银

行借款减少所致。 

34、偿还债务支付的现金减少115,000,000.00元,比上年同期减少56.93%，原因是是报告期

归还银行借款减少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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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汇率变动对现金及现金等价物的影响减少2,778,640.74元,比上年同期减少209.72%，

主要是报告期汇兑损失增加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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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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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收购报告书

或权益变动

报告书中所

作承诺 

奇耐联合纤

维亚太控股

有限公司 

持续持股承

诺 

在奇耐联合纤维亚太控股有限公司取得自沂

源县南麻街道集体资产经营管理中心处受让

的沂源县南麻街道集体资产经营管理中心持

有的鲁阳股票之日起三十六个月之内，不转让

或委托他人管理奇耐联合纤维亚太控股有限

公司持有的上市公司上述股份，也不由上市公

司回购奇耐联合纤维亚太控股有限公司持有

的该等股份。 

2014 年 04

月 04 日 
2018-05-06 正常履行 

奇耐联合纤

维亚太控股

有限公司 

避免同业竞

争承诺 

（1）American Securities LLC、UFX HOLDING 

II CORPORATION、Unifrax I LLC 和奇耐联合

纤维亚太控股有限公司及其具有控制关系的

关联方将不在中国运营或新设任何从事或经

营与鲁阳股份及鲁阳股份下属控股子公司从

事或经营的主营业务构成竞争或潜在竞争的

企业或任何其他竞争实体, 或通过持有股份、

股权、控制董事会决策权的方式控制该等新企

业或竞争实体。但是，UFX HOLDING II 

CORPORATION 及其具有控制关系的关联方

拟于中国从事用于汽车尾气排放控制系统业

务的高温隔热材料产品和多晶棉产品的业务

不受前述限制；前提是该等高温隔热材料产品

和多晶棉产品将仅销售给 UFX HOLDING II 

CORPORATION 及其具有控制关系的关联方

用于汽车尾气排放控制系统业务，且 UFX 

HOLDING II CORPORATION 及其具有控制

关系的关联方不应在中国市场上将该等高温

隔热材料产品直接或间接出售给任何第三方。

（2）任何 UFX HOLDING II CORPORATION

及其具有控制关系的关联方在中国销售与鲁

2014 年 04

月 04 日 
 正常履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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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股份主营业务可能构成竞争或潜在竞争的

产品，均须事先获得鲁阳股份或鲁阳股份下属

控股子公司的同意并通过鲁阳股份或鲁阳股

份下属控股子公司或其分销商或代理进行销

售。鲁阳股份将担任 UFX HOLDING II 

CORPORATION 及其具有控制关系的关联方

在中国销售与鲁阳股份主营业务可能构成竞

争或潜在竞争的产品的独家经销商。（3）UFX 

HOLDING II CORPORATION 应，且 American 

Securities LLC 应促使 UFX HOLDING II 

CORPORATION 按照《战略合作协议》约定，

在股份转让完成后五年内将唐山阿尔菲索的

股权妥善处理完毕。（4）就任一承诺方而言，

在该承诺方不再是鲁阳股份的直接或者间接

控股股东或者控制人之后，本承诺函对该方不

再具有约束力。 

奇耐联合纤

维亚太控股

有限公司 

保持经营独

立性承诺 

（1）保持经营独立性的承诺：本次交易完成

后，鲁阳股份将继续保持完整的采购、生产、

销售体系，拥有独立的知识产权，奇耐联合纤

维亚太控股有限公司及其直接或间接控股股

东与鲁阳股份在人员、资产、财务、业务及机

构方面完全分开。（2）规范关联交易的承诺：

为保障鲁阳股份公众股东的利益，American 

Securities LLC、UFX HOLDING II 

CORPORATION、Unifrax I LLC、奇耐联合纤

维亚太控股有限公司就鲁阳股份与 American 

Securities LLC、UFX HOLDING II 

CORPORATION、Unifrax I LLC、奇耐联合纤

维亚太控股有限公司的关联交易特此作出如

下承诺：承诺方将按法律、法规及其他规范性

文件规定的要求避免和减少与鲁阳股份的关

联交易；但是，对无法避免或有合理原因而发

生的关联交易，将遵循市场公正、公平、公开

的原则，并依法签订协议，履行合法程序，按

照鲁阳股份的公司章程、关联交易有关制度以

及有关规定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和办理报批程

序，保证不通过关联交易损害鲁阳股份及其他

股东的合法权益。就任一承诺方而言，在该承

诺方不再是鲁阳股份的直接或者间接控股股

东或者控制人之后，该承诺对该方不再具有约

束力。 

2014 年 04

月 04 日 
 正常履行 

资产重组时

所作承诺 
      



山东鲁阳节能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第三季度报告正文 

10 

首次公开发

行或再融资

时所作承诺 

鹿成滨 
避免同业竞

争承诺 

作为山东鲁阳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期间，不直

接或间接经营任何对山东鲁阳股份有限公司

现有业务构成竞争的相同或相似业务。否则，

本人愿意承担相应责任。 

2008 年 03

月 27 日 
 正常履行 

鹿成滨  

本股东与股份公司之间的一切交易行为，均将

严格遵循市场规则，本着平等互利、等价有偿

的一般商业原则，公平合理地进行。本股东及

下属企业将认真履行已经签订的协议，并保证

不通过上述关联交易取得任何不正当的利益

或使股份公司承担任何不正当的义务。 

2004 年 04

月 01 日 
 正常履行 

股权激励承

诺 
      

其他对公司

中小股东所

作承诺 

      

承诺是否按

时履行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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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0.00% 至 110.00% 

2017 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变动区

间（万元） 
17793.60 至 21980.33 

2016 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万元） 10466.82 

业绩变动的原因说明 

1、陶瓷纤维产品生产效率提升、成本下降，陶瓷纤维产品销售收入增长，

毛利率提升。2、公司“转方式、调结构”经营模式的实施推动公司产品销售

结构变化，中高端陶瓷纤维产品销量提升。3、玄武岩纤维产品销售数量增

加，价格提升，销售收入增长。4、公司不断开展市场创新，新市场销售量

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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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初始投资成本 
本期公允价

值变动损益 

计入权益的累

计公允价值变

动 

报告期内

购入金额 

报告期内售出

金额 

累计投资收

益 
期末金额 资金来源 

股票 2,594,936.25 109,948.41 0.00 0.00 2,594,936.25 446,817.86 0.00 债权转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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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计 2,594,936.25 109,948.41 0.00 0.00 2,594,936.25 446,817.86 0.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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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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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7 日 实地调研 机构 
详见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2017 年 08 月 25 日 电话沟通 机构 
详见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2017 年 09 月 18 日 实地调研 机构 
详见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第一节 重要提示
	第二节 公司基本情况
	一、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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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10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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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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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对2017年度经营业绩的预计
	五、以公允价值计量的金融资产
	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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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报告期内接待调研、沟通、采访等活动登记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