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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0510          证券简称：金路集团           公告编号：定 2017-01号 

四川金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6 年年度报告摘要 

一、重要提示 

本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规

划，投资者应当到证监会指定媒体仔细阅读年度报告全文。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异议声明 

姓名 职务 内容和原因 

声明 

除下列董事外，其他董事亲自出席了审议本次年报的董事会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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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标准审计意见提示 

□ 适用    √ 不适用  

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普通股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计划不派发现金红利，不送红股，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优先股利润分配预案 

□ 适用    √ 不适用  

二、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金路集团 股票代码 000510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成景豪 廖荣 

办公地址 四川省德阳市泰山南路二段 733号银鑫•五 四川省德阳市泰山南路二段 733 号银鑫•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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洲广场一期 21 栋 22-23 层 洲广场一期 21 栋 22-23 层 

传真 0838-2207936 0838-2301092 

电话 0838-2207936 0838-2301092 

电子信箱 chengjh2016@sina.com lrong1984@163.com 

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公司为氯碱化工企业，主导产品为PVC树脂和烧碱，报告期，公司主要从事PVC树脂与烧

碱的生产与销售。PVC树脂作为基础化工原料，广泛运用于建筑、包装、电力电缆等行业，与

国民经济发展息息相关。 

氯碱行业属于周期性较强的行业，近年来，氯碱行业下游需求增长缓慢，导致市场竞争

进一步加剧，无资源优势的氯碱企业面临较大的经营困难和生存压力，但随着国家“供给侧

结构改革”的不断深入，及国内宏观经济的企稳，作为基础化工原料的PVC树脂和烧碱未来市

场仍有一定增长空间，广泛寻求与下游企业开展研发合作，对产品进行升级优化，寻求差异

化竞争是氯碱企业未来突破的方向。 

经过多年的积累和发展，公司已成为国内氯碱行业的骨干企业。“金路”牌聚氯乙烯树

脂被确定为大连商品交易所PVC期货指定交割品牌，“金路”牌PVC树脂连年被评为“全国用

户满意产品”，公司产品质量在行业及下游客户中拥有良好的口碑，主导产品PVC树脂拥有较

为明显的品牌优势。 

3、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1）近三年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因会计政策变更及会计差错更正等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单位：人民币元 

 2016 年 2015 年 本年比上年增减 2014 年 

营业收入 1,534,154,237.70 1,620,089,248.09 -5.30% 2,052,186,512.3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58,074,772.25 14,058,114.94 313.10% -147,274,367.6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50,724,835.93 -145,640,878.27 134.83% -183,610,514.95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60,371,993.62 44,545,255.76 484.51% 125,789,625.65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953 0.0231 312.55% -0.2418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953 0.0231 312.55% -0.2418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7.48% 1.90% 5.58% -18.22% 

 2016 年末 2015 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减 2014 年末 

总资产 1,321,705,270.12 1,542,527,331.97 -14.32% 1,803,774,371.5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803,526,899.67 747,131,566.20 7.55% 734,542,607.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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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分季度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人民币元 

 第一季度 第二季度 第三季度 第四季度 

营业收入 303,253,642.77 348,027,055.39 383,080,307.99 499,793,231.5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401,257.29 6,861,649.53 9,798,053.35 40,013,812.0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6,488,737.58 10,562,569.17 12,737,919.37 33,913,084.97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83,665,044.92 90,503,598.96 96,391,738.09 157,141,701.49 

上述财务指标或其加总数是否与公司已披露季度报告、半年度报告相关财务指标存在重大差

异 

□ 是   √ 否  

4、股本及股东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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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5,714 

年度报告披露日

前一个月末普通

股股东总数 

67,873 

报告期末表决权

恢复的优先股股

东总数 

0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

一个月末表决权恢

复的优先股股东总

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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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江东 境内自然人 10.00% 60,918,318 45,688,738 质押 60,000,000 

深圳首控国际商

务咨询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5.00% 30,459,147 0   

德阳市国有资产

经营有限公司 
国家 3.54% 21,556,124 0   

汉龙实业发展有

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2.06% 12,560,365 0 冻结 12,560,365 

华宝信托有限责

任公司－大地 11

号单一资金信托 

其他 1.56% 9,482,907 0   

华澳国际信托有

限公司－华澳•稳

健 1 期证券投资

单一资金信托 

其他 1.42% 8,634,501 0   

深圳市特发集团

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1.31% 7,985,809 0   

南华期货股份有

限公司－南华睿

元 1 期资产管理

计划 

其他 1.21% 7,372,500 0   

华鑫国际信托有 其他 0.80% 4,883,71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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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公司－华鑫信

托•333号证券投

资集合资金信托

计划 

高玉根 境内自然人 0.53% 3,251,536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

的说明 
公司未知上述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及是否属于一致行动人。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

明（如有）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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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3）以方框图形式披露公司与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 

 

5、公司债券情况 

（1）公司债券基本信息 

债券名称 债券简称 债券代码 到期日 债券余额（万元） 利率 

（2）公司债券最新跟踪评级及评级变化情况 

（3）截至报告期末公司近 2 年的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单位：万元 

项目 2016 年 2015 年 同期变动率 

三、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1、报告期经营情况简介 

本公司请投资者认真阅读本年度报告全文，并特别注意下列风险因素 

公司是否需要遵守特殊行业的披露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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否 

报告期, PVC树脂价格虽有所回升，但产能过剩的局面依旧，市场竞争依然激烈，公司新

的经营班子在董事局的正确领导下以企业发展为己任，带领全体干部员工转变工作作风，建

立了运营管控型集团管控模式，通过深化机构和人事制度改革，整合物流降本增效，把控一

进一出两个关口，加强资金管理和财务核算，强化企业文化和形象宣传等系列内强管理外塑

形象措施，多种组合拳并举保障公司实现了近年来的首次经营性盈利。 

报告期，公司实现营业收入153,415.42万元，实现净利润5807.48万元，净利润较上年同

期相比增加313.10%。 

2、报告期内主营业务是否存在重大变化 

□ 是   √ 否  

3、占公司主营业务收入或主营业务利润 10%以上的产品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产品名称 营业收入 营业利润 毛利率 
营业收入比上年

同期增减 

营业利润比上年

同期增减 

毛利率比上年同

期增减 

树脂产品 1,025,144,872.52 18,298,740.75 1.78% -4.23% 113.32% 14.61% 

碱产品 413,678,640.45 188,882,219.11 45.66% -5.57% 34.23% 13.54% 

其他产品 95,330,724.73 54,387,988.33 57.05% -14.52% -36.96% -20.31% 

4、是否存在需要特别关注的经营季节性或周期性特征 

□ 是   √ 否  

5、报告期内营业收入、营业成本、归属于上市公司普通股股东的净利润总额或者构成较前一报告期发生

重大变化的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报告期归属于上市公司普通股东的净利润较上年同期增加313.10%，主要原因，一方面是

随着供给侧改革有利因素影响，公司主导产品树脂及烧碱销售价格持续回升，另一方面是由

于公司持续强化内部管理，采取系列降本增效措施，进一步细化成本费用管理，有效降低了

生产成本和费用支出，使得公司利润较上年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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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面临暂停上市和终止上市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7、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1）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 

（2）报告期内发生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 

（3）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 2015年出售了子公司四川美侬纺织科技有限责任公司、四川金路物业管理有限公

司、四川金路房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100%股权，上述子公司 2016年不再纳入公司合并报表

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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