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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林亚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6 年年度报告摘要 

一 重要提示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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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者应当到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等中国证监会指定媒体上仔细阅读年度报告全文。 

2 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年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

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3 未出席董事情况 

未出席董事职务 未出席董事姓名 未出席董事的原因说明 被委托人姓名 

董事 徐德复 工作原因 张凤瑛 

董事 王广基 工作原因 王化民 

董事 谢  地 工作原因 孙晓峰 

董事 柳  红 工作原因 刘树森 

独立董事 李  玉 工作原因 黄百渠 

 

 

4 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本公司出具了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 

 

5 经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经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2016 年母公司实现净利润 564,902,107.70 元。根

据《公司法》、《企业会计准则》和《公司章程》规定，提取法定盈余公积-56,490,210.77 元，加

上年初未分配利润 1,011,591,590.17 元，年末可供分配利润合计为 1,520,003,487.10 元。由于

公司目前正处于产业结构调整和产业转型升级的关键时期，建材产业不断向下游制品领域发展，

延伸产业链，医药产业继续加大研发、项目投入和兼并重组力度，壮大产业规模，地产产业在沈

阳、松原、天津、南京等地在建项目较多，投资额较大，且公司资产负债率仍处于较高水平，财

务负担较重，因此综合考虑公司的实际情况和资金需求，公司 2016年度不进行利润分配，也不进

行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留存未分配利润将用于建材、医药、地产产业后续的项目投入和未来发

展，同时用于偿还财务利息，补充营运资金，加快优化公司产业结构和资产负债结构。本方案尚



需公司 2016年度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二 公司基本情况 

1 公司简介 

公司股票简况 

股票种类 股票上市交易所 股票简称 股票代码 变更前股票简称 

A股 上海证券交易所 亚泰集团 600881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秦   音 张绍冬 

办公地址 吉林省长春市吉林大路1801号 吉林省长春市吉林大路1801号 

电话 0431—84956688 0431—84956688 

电子信箱 qinyin@yatai.com zsd@yatai.com 

 

2 报告期公司主要业务简介 

报告期内，公司继续保持现有"5+1"的产业结构，持续推进了产业结构的转型和升级。公司紧

紧围绕国家“十三五”规划布局，抓住“一带一路”和国家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的政策机遇，依

托新型城镇化建设和大健康产业发展平台，加快推进建材制品、医药产业园区建设，积极培育大

健康、生态养生、体育文化、网络传媒等新兴业态，坚持走以科技创新、管理创新为驱动的内涵

式发展道路。 

公司目前的产业结构中，既有建材、煤炭等传统产业，又有医药、金融等新兴产业。公司积

极谋划产业结构的转型升级，一方面，通过加强资源储备，提升技术装备水平，由熟料、水泥向

下游的预拌混凝土、砂石骨料、地铁管片、轨枕、预制墙板等建材制品领域发展，延伸产业链，

巩固在传统产业的优势地位。另一方面，加强抗血小板新药维卡格雷和保健食品等项目的研发，

加大医药产业的投入力度，积极培育新的利润增长点。 

3 公司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3.1 近 3 年的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2016年 2015年 

本年比上年 

增减(%) 
2014年 

总资产 51,923,322,077.54 53,790,106,634.31 -3.47 53,412,054,911.47 

营业收入 11,010,730,487.13 11,011,668,975.75 -0.01 14,455,361,045.43 

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净利

润 

151,932,326.77 -189,591,066.23 180.14 183,591,729.97 

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扣除

非经常性损益

的净利润 

-92,079,155.83 -474,838,672.59 -80.61 3,533,141.06 



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净资

产 

11,486,301,242.34 11,501,567,221.92 -0.13 8,156,120,993.44 

经营活动产生

的现金流量净

额 

2,589,737,974.56 2,576,840,568.77 0.50 -5,980,359,762.00 

基本每股收益

（元／股） 

0.06 -0.08 180.14 0.10 

稀释每股收益

（元／股） 

0.06 -0.08 180.14 0.10 

加权平均净资

产收益率（%

） 

1.31 -1.90 增加3.21个百

分点 

2.29 

 

3.2 报告期分季度的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第一季度 

（1-3 月份） 

第二季度 

（4-6 月份） 

第三季度 

（7-9 月份） 

第四季度 

（10-12 月份） 

营业收入 2,005,630,445.97 3,009,718,194.52 3,099,904,874.01 2,895,476,972.6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利润 
-160,128,908.71 210,634,269.48 66,581,714.83 34,845,251.1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后的净利润 

-162,281,749.24 204,046,404.35 35,542,900.62 -169,386,711.56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净额 
799,878,776.55 165,567,671.26 1,170,971,597.92 453,319,928.83 

 

季度数据与已披露定期报告数据差异说明 

□适用 √不适用  

4 股本及股东情况 

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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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止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136,282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末的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132,464 

前 10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全称） 

报告期内增

减 

期末持股数

量 

比例

(%) 

持有有限售

条件的股份

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东 

性质 股份 

状态 
数量 

长春市人民

政府国有资

产监督管理

委员会 

0 295,088,616 11.35 0 未知 0 国家 



吉林金塔投

资股份有限

公司 

0 129,477,298 4.98 98,576,482 质押 120,000,000 境内

非国

有法

人 

吉林敖东药

业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 

0 129,477,298 4.98 129,477,298 未知 0 未知 

华安基金－

兴业银行－

北京世纪融

商信息技术

有限公司 

0 129,477,298 4.98 129,477,298 未知 0 未知 

北方水泥有

限公司 

0 129,477,298 4.98 129,477,298 未知 0 未知 

长春市城市

发展投资控

股（集团）有

限公司 

0 109,722,935 4.22 109,722,935 未知 0 国有

法人 

唐山冀东水

泥股份有限

公司 

0 108,482,368 4.17 108,482,368 未知 0 未知 

中央汇金资

产管理有限

责任公司 

0 43,734,900 1.68 0 未知 0 未知 

国信证券股

份有限公司 

0 38,390,335 1.48 0 未知 0 未知 

挪威中央银

行－自有资

金 

36,299,060 36,299,060 1.40 0 未知 0 未知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

行动的说明 

已知长春市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是长春市城市发展

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的控股股东，其与其他股东不存在关联

关系，也不属于《上市公司股东持股变动信息披露管理办法》中规

定的一致行动人。吉林金塔投资股份有限公司主要股东为亚泰集团

高管人员、所属企业班子成员（总部中层）和核心骨干管理人员，

其已取得私募投资基金管理人资格。 

未知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知是否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持股变动信息披露管理办法》中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

及持股数量的说明 

无 

 

4.2 公司与控股股东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的方框图 

√适用 □不适用  



 
 

4.3 公司与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的方框图 

√适用 □不适用  

 

5 公司债券情况 

5.1 公司债券基本情况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债券名

称 
简称 代码 发行日 到期日 债券余额 利率 

还本付

息方式 

交易场

所 

吉林亚

泰（集

团）股

份有限

公 司

2016

年公开

发行公

司债券

（第一

期） 

16 亚

泰 01 

136357.SH 2016

年 4 月

5日 

2021 

年 4 月 

5日 

1,000,000,000.00 6.00 单利按

年 计

息，不

计 复

利，每

年付息

一次，

到期一

次 还

本，最

后一期

利息随

本金的

兑付一

起 支

付。 

上海证

券交易

所 

5.2 公司债券付息兑付情况 

√适用 □不适用 

2017年 4月 5日，公司已完成支付吉林亚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6年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第

一期）自 2016年 4月 5日至 2017年 4月 4日期间的利息。 

5.3 公司债券评级情况 

√适用 □不适用  



经联合信用评级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联合评级”）综合评定，公司主体信用等级为 AA，本期

债券信用等级为 AA。联合评级出具了《吉林亚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6 年公司债券信用评

级报告》。 

2016 年 6 月 27 日，联合评级在对公司经营状况、财务状况及相关行业进行综合分析与评估

的基础上出具了《吉林亚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公司债券 2016 年跟踪评级报告》，联合评级维

持公司“AA”的主体长期信用等级，评级展望为“稳定”，维持本次“16 亚泰 01”债项信用等级为

“AA”， “AA” 级表示偿还债务的能力很强，受不利经济环境的影响不大，违约风险很低。联合

评级 2016 年跟踪评级与上一次评级结果一致，未发生变化。 

5.4 公司近 2 年的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适用 □不适用 

主要指标 2016年 2015年 本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资产负债率 0.7233 0.7327 -0.01 

EBITDA 全部债务比 0.06 0.05 0.02 

利息保障倍数 0.74 0.43 0.31 

 

三 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1 报告期内主要经营情况 

本报告期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1,101,073万元，与上年同期持平，营业成本 823,748 万元，同比减

少 51,983万元，销售费用 105,186万元，同比增加 6,193万元，管理费用 122,087 万元，同比增

加 3,952万元，财务费用 118,164万元，同比减少 13,696万元，实现营业利润-20,643万元，同

比增加 50,855万元，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5,193万元，同比增加 34,152万元，经营活

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312,057万元，同比增加 54,373 万元。 

2 导致暂停上市的原因 

□适用 √不适用  

3 面临终止上市的情况和原因 

□适用 √不适用  

4 公司对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变更原因及影响的分析说明 

√适用 □不适用 

财政部于 2016 年 12 月 3 日发布了《增值税会计处理规定》，适用于 2016 年 5 月 1 日起发生的相

关交易。本公司执行该规定的主要影响如下： 

会计政策变更的内容和原因 审批程序 受影响的报表项目名称和金额 

（1）将利润表中的“营业税金及附加”项目调整

为“税金及附加”项目。 
董事会 税金及附加 

（2）将自 2016 年 5 月 1 日起企业经营活动发生的 董事会 调 增 税 金 及 附 加 本 年 金 额



会计政策变更的内容和原因 审批程序 受影响的报表项目名称和金额 

房产税、土地使用税、车船使用税、印花税从“管

理费用”项目重分类至“税金及附加”项目。 

60,879,055.45 元，调减管理费用本

年金额 60,879,055.45 元。 

 

5 公司对重大会计差错更正原因及影响的分析说明 

□适用 √不适用 

6 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对财务报表合并范围发生变化的，公司应当作出具体说明。 

√适用 □不适用 

序号 子公司名称 

1、 吉林金泰投资有限公司 

2、 吉林亚泰集团物资贸易有限公司 

3、 吉林亚泰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4、 吉林亚泰集团建材投资有限公司 

5、 吉林亚泰集团沈阳建材研发中心有限公司 

6、 吉林亚泰鼎鹿水泥有限公司 

7、 吉林亚泰集团水泥销售有限公司 

8、 亚泰集团长春建材有限公司 

9、 吉林亚泰龙潭水泥有限公司 

10、 吉林亚泰明城水泥有限公司 

11、 吉林亚泰水泥有限公司 

12、 亚泰集团通化水泥股份有限公司 

13、 梅河口贵成水泥制造有限责任公司 

14、 通化市威龙新型建筑材料有限公司 

15、 亚泰集团伊通水泥有限公司 

16、 亚泰集团哈尔滨水泥有限公司 

17、 亚泰集团安达水泥有限公司 

18、 亚泰集团哈尔滨水泥（阿城）有限公司 

19、 亚泰集团哈尔滨建材有限公司 

20、 亚泰集团哈尔滨现代建筑工业有限公司 

21、 亚泰集团调兵山水泥有限公司 

22、 亚泰集团铁岭水泥有限公司 

23、 亚泰集团沈阳建材有限公司 

24、 亚泰集团沈阳预拌混凝土有限公司 

25、 铁岭县新东山碎石有限公司 

26、 抚顺市顺城区马前石材有限公司 

27、 亚泰集团铁岭石料有限公司 

28、 亚泰集团沈阳现代建筑工业有限公司 

29、 亚泰集团沈阳现代建筑工业细河有限公司 

30、 亚泰集团图们水泥有限公司 

31、 吉林亚泰集团（辽宁）建材有限公司 

32、 吉林亚泰集团辽阳水泥有限公司 



序号 子公司名称 

33、 辽宁富山水泥有限公司 

34、 辽宁交通水泥有限责任公司 

35、 丹东交通水泥有限公司 

36、 亚泰集团沈阳矿业有限公司 

37、 吉林亚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38、 吉林亚泰莲花山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39、 长春市政建设(集团)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40、 长春亚泰金安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41、 南京南汽同泰房地产有限公司 

42、 南京金安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43、 南京金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44、 沈阳亚泰金安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45、 沈阳亚泰吉盛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46、 松原亚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47、 天津亚泰吉盛投资有限公司 

48、 长春亚泰热力有限责任公司 

49、 吉林亚泰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50、 沈阳吉泰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51、 松原亚泰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52、 吉林市亚泰金安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53、 吉林亚泰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54、 吉林亚泰环境工程有限公司 

55、 吉林亚泰恒大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56、 吉林市中圣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57、 海南亚泰兰海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58、 三亚六道湾发展有限公司 

59、 海南五指山旅业控股有限公司 

60、 五指山亚泰雨林度假酒店有限公司 

61、 蓬莱亚泰兰海投资置业有限公司 

62、 蓬莱亚泰兰海城市建设有限公司 

63、 天津亚泰兰海投资有限公司 

64、 天津亚泰兰海现代科技农业开发有限公司 

65、 长春兰海投资置业有限责任公司 

66、 三亚兰海亚龙北部湾区开发有限公司 

67、 兰海泉洲水城(天津)发展有限公司 

68、 吉林亚泰集团煤炭投资有限公司 

69、 科尔沁左翼中旗宝龙山金田矿业有限公司 

70、 双鸭山亚泰煤业有限公司 

71、 鸡西亚泰选煤有限公司 

72、 吉林亚泰集团医药投资有限公司 

73、 吉林亚泰明星制药有限公司 

74、 吉林亚泰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75、 吉林大药房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序号 子公司名称 

76、 吉林大药房吉林市药业有限责任公司 

77、 通化市吉林大药房药业有限责任公司 

78、 吉林大药房白城市药业有限责任公司 

79、 吉林亚泰生物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80、 吉林省浩泰生物制品经销有限公司 

81、 亚泰长白山医药保健科技开发有限公司 

82、 吉林亚泰医药产业园管理有限公司 

83、 吉林龙鑫药业有限公司 

84、 吉林亚泰集团商业投资有限公司 

85、 北京亚泰饭店有限公司 

86、 长春龙达宾馆有限公司 

87、 吉林亚泰超市有限公司 

88、 吉林久泰贸易有限公司 

89、 吉林亚泰参茸贸易有限公司 

90、 吉林亚泰富苑购物中心有限公司 

91、 吉林亚泰饭店有限公司 

92、 海南亚泰温泉酒店有限公司 

93、 吉林亚泰康派保健品有限公司 

94、 吉林亚泰建材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95、 吉林省大健康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96、 吉林省益生堂健康调理有限公司 

97、 吉林亚泰健康医药有限责任公司 

98、 吉林省东北亚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99、 江苏威凯尔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100、 吉林亚泰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 

101、 亚泰（大连）预制建筑制品有限公司 

102、 亚泰大健康科技开发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