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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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负责人阮静波、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周成余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

管人员)丁兴娟声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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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元） 1,453,037,353.25 909,977,069.01 59.6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159,931,932.93 58,053,666.93 175.4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的净利润（元） 
158,274,096.69 52,660,557.40 200.56%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7,910,441.66 141,157,010.42 -94.40%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21 0.08 162.50%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21 0.08 162.5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2.50% 0.96% 1.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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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990,186,713.23 7,839,398,891.31 1.9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6,486,813,924.52 6,326,720,407.43 2.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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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79.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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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733,621.08  

委托他人投资或管理资产的损益 1,463,748.49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3,380,903.38  

减：所得税影响额 226,972.29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65,762.64  

合计 1,657,836.2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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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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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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通股股东总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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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5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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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爱娟 境内自然人 16.73% 128,303,262 0   

阮静波 境内自然人 14.72% 112,887,369 84,680,527   

阮加春 境内自然人 8.13% 62,338,509 46,753,882   

阮靖淅 境内自然人 5.58% 42,767,909 0   

中央汇金资产管

理有限责任公司 
国有法人 3.37% 25,850,700 0   

汇添富基金－宁

波银行－浙江龙

盛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 

其他 1.59% 12,231,345 0   

徐万福 境内自然人 1.46% 11,161,608 8,371,206 质押 3,000,000 

阮兴祥 境内自然人 1.27% 9,759,448 7,319,586   

阮华林 境内自然人 1.10% 8,457,712 0   

博时基金－农业

银行－博时中证

金融资产管理计

划 

其他 1.08% 8,305,100 0   

嘉实基金－农业

银行－嘉实中证

金融资产管理计

划 

其他 1.08% 8,305,100 0   

华夏基金－农业

银行－华夏中证

金融资产管理计

划 

其他 1.08% 8,305,100 0   

银华基金－农业 其他 1.08% 8,305,10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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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行－银华中证

金融资产管理计

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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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爱娟 128,303,262 人民币普通股 128,303,262 

阮靖淅 42,767,909 人民币普通股 42,767,909 

阮静波 28,206,842 人民币普通股 28,206,842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25,850,700 人民币普通股 25,850,700 

阮加春 15,584,627 人民币普通股 15,584,627 

汇添富基金－宁波银行－浙江龙

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12,231,345 人民币普通股 12,231,345 

阮华林 8,457,712 人民币普通股 8,457,712 

博时基金－农业银行－博时中证

金融资产管理计划 
8,305,100 人民币普通股 8,305,100 

嘉实基金－农业银行－嘉实中证

金融资产管理计划 
8,305,100 人民币普通股 8,305,100 

华夏基金－农业银行－华夏中证

金融资产管理计划 
8,305,100 人民币普通股 8,305,100 

银华基金－农业银行－银华中证

金融资产管理计划 
8,305,100 人民币普通股 8,305,1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

说明 

阮静波、张爱娟和阮靖淅为控股股东，阮加春是阮静波叔叔，张爱娟为阮静波母亲，阮

靖淅为阮静波妹妹。其他股东之间未知关联关系。 

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参与融资融券

业务情况说明（如有） 

报告期末，在公司获悉的股东名册中，公司未发现有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参与融资融券

情况的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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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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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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资产负债表项目 期末数 期初数 变动幅度 变动原因说明 

应收票据 1,397,569,130.69 1,046,324,338.20 33.57% 主要系本期收到的票据增加所致 

其他流动资产 52,722,289.46 196,410,792.54 -73.16% 主要系本期理财产品到期赎回所致 

其他非流动资产 56,511,055.45 95,686,862.13 -40.94% 
主要系本期重分类至其他非流动资产的

预付工程款减少所致 

短期借款 59,000,000.00 98,557,373.36 -40.14% 主要系本期归还银行贷款所致 

应付票据 314,090,000.00 226,350,000.00 38.76% 主要系本期开具应付票据增加所致 

应付职工薪酬 29,625,752.73 56,656,524.52 -47.71% 主要系本期支付年终奖所致 

利润表项目 本期数 上期数 变动幅度 变动原因说明 

营业收入 1,453,037,353.25 909,977,069.01 59.68% 
主要系与去年同期相比，公司本期主要

产品量价齐升导致销售收入增加 

营业成本 1,071,430,618.67 708,571,065.18 51.21% 主要系本期主要产品销售成本增加所致 

税金及附加 10,742,554.91 5,135,056.47 109.20% 
主要系本期销售同比增加导致税金及附

加增加 

销售费用 45,897,829.40 33,147,423.71 38.47% 
主要系本期销售同比增加导致销售费用

增加 

财务费用 539,286.62 1,979,914.56 -72.76% 主要系本期银行贷款同比减少所致 

利润总额 209,157,702.96  67,584,599.46 209.48% 
主要系本期销售收入与毛利同比增加所

致 

所得税费用 49,010,950.19 12,423,248.11 294.51% 主要系本期利润总额同比增加所致 

净利润 160,146,752.77 55,161,351.35 190.32% 
主要系本期公司主要产品销售收入与毛

利率同比增加所致 

现金流量表项目 本期数 上期数 变动幅度 变动原因说明 

支付的各项税费 157,784,087.22 78,847,248.72 100.11% 
主要系本期销售增加导致支付的增值税

等增加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量净额 
7,910,441.66 141,157,010.42 -94.40% 主要系本期支付结算应收票据增加所致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量净额 
-157,749,019.68 61,135,389.40 -358.03% 主要系购买理财产品所致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量净额 
5,548,395.09 181,905,622.61 -96.95% 主要系收到其他筹资活动现金减少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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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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子公司吸收合并暨部分募投项目实施主体变更的议

案》，以全资子公司浙江闰土新材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闰土新材料”）为主体吸收合并公司另一全资子

公司浙江华弘化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弘化工”），吸收合并后，闰土新材料继续存续，华弘化工法人

主体资格依法予以注销，华弘化工的全部资产、债权、债务、人员和业务由闰土新材料依法承继，公司募

投项目“年产4万吨氯化苯项目”以及“年产3万吨混硝基氯苯项目”实施主体将由华弘化工变更为闰土新材

料，该项目的资金金额、用途、实施地点等其他计划不变。 

闰土新材料和华弘化工同为本公司的全资子公司，其财务报表均纳入公司的合并报表范围内，本次吸

收合并对公司的正常经营和财务状况均不构成实质性影响。 

截止本报告期末，两公司的相关合并事宜仍在推进中。 

2、2016年4月8日，公司与浙江网盛生意宝股份有限公司、浙江吉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签署了《中国

染化交易市场建设和营运之战略合作协议》，三方共同出资成立“染化供应链公司”，“染化供应链公司”注

册资金总额为1000万元，公司出资350万元，占股35%，网盛生意宝出资350万元，占股35%，吉华集团出

资300万元，占股30%。 

2016年7月26日，浙江染化通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注册成立，并取得杭州市萧山区工商行政管理局颁

发的营业执照。目前，染化供应链平台（中国染化交易市场）已于2017年4月正式上线。 

3、2016年9月17日，公司与浙江新和成特种材料有限公司签署了《合作协议书》，双方拟共同投资设

立合资公司，合资公司注册资金2亿元，公司出资1.02亿元，占股51%，浙江新和成特种材料有限公司出资

0.98亿元，占股49%。 

2017年1月21日双方签署补充协议，双方同意不再另行新设合资公司，通过对浙江赛亚化工材料有限

公司增资后以赛亚化工作为合资公司主体；赛亚化工原为公司全资子公司，已实缴注册资本5,000万元，在

此基础上公司与浙江新和成特种材料有限公司共同增资15,000万元，其中公司认缴增资5,200万元，浙江新

和成特种材料有限公司认缴增资9,800万元；增资后赛亚化工注册资本由5,000万元增加到20,000万元，公司

将持有赛亚化工51%股权，浙江新和成特种材料有限公司持有赛亚化工49%股权；同时赛亚化工已于2017

年1月22日完成上述工商变更登记手续。 

截止目前，双方合作项目正稳步推进中。 

4、因筹划购买资产事项，公司股票于2016年10月21日（星期五）13:00起停牌；经确认，此次公司拟

购买资产事项构成重大资产重组，经公司申请，公司股票于2016年11月7日（星期一）开市起转入重大资

产重组事项继续停牌。此次公司筹划重大资产重组的资产所属行业为医药行业。后经双方深入沟通和协调，

资产购买交易的核心交易条款未能达成一致意见，为保护交易双方的合法权益，维护上市公司投资者利益，

公司与交易对手同意无责的解除双方之前签署的《资产购买意向书》并无条件终止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事项，

公司股票于2017年1月12日（星期四）开市起复牌。此次终止筹划重大资产重组事项，是公司为维护投资

者利益，经审慎研究，并与相关各方一致协商的结果，不会对公司生产经营和长期发展造成不利影响，也

不会影响公司未来的发展战略。未来公司将继续推进现有业务稳步发展，积极创造有利条件进一步完善产

业布局，继续利用资本市场积极寻求外延式发展机会，为广大投资者创造更大利益。 

重要事项概述 披露日期 临时报告披露网站查询索引 

基于对公司未来持续稳定发展的信心，

公司控股股东阮静波女士于 2017 年 2 月

10 日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集中竞价交易

2017 年 02 月 15 日 

http://www.cninfo.com.cn/cninfo-new/disc

losure/szse_sme/bulletin_detail/true/12030

82778?announceTime=2017-02-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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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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 月经营业绩的预计 

2017 年 1-6 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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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 月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变

动幅度 
13.63% 至 32.56% 

2017 年 1-6 月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变

动区间（万元） 
30,000 至 35,000 

2016年 1-6月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万

元） 
26,402.37 

业绩变动的原因说明 公司主要产品均价同比增长所致。 

五、以公允价值计量的金融资产 

□ 适用 √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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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系统以 16.49 元/股的平均价格增持了本

公司无限售条件股份 1,372,018 股，占本

公司总股本的 0.18%。阮静波女士将根据

市场情况，拟在未来 9 个月内（2017 年

2 月 10 日起算），以本人名义在二级市场

增持本公司股份，累计增持比例不超过

本公司总股本的 2%，并承诺累积增持量

不少于 200 万股（含本数）（包含本次增

持数量），同时承诺在后续增持计划实施

期间及法定期限内不减持或转让所持有

的本公司股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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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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2 月 07 日 实地调研 机构 

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披露的《2017 年 2 月 7 日投资者关系

活动记录表》 

 

 

       浙江闰土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阮静波 

  2017年4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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