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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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负责人方银军、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胡世华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

管人员)梁慧琴声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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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199,774,219.16 4,858,020,482.43 7.0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元） 
2,106,988,728.54 2,074,824,237.42 1.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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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55,653,214.08 75.99% 5,282,789,728.73 90.7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元） 
37,916,224.67 0.58% 82,466,451.32 9.1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元） 
38,295,986.29 3.21% 81,281,340.93 11.28%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元） 
307,118,403.21 379.88% -61,609,228.71 50.08%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9 -18.18% 0.20 -13.04%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9 -18.18% 0.20 -13.04%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83% -0.75% 3.90% -1.62% 

会计政策变更的原因及会计差错更正的情况 

根据财政部财会[2017]15 号“关于印发修订《企业会计准则第 16 号——政府补助》的通知”的文件规定，按照修订后

的《企业会计准则第 16 号——政府补助》对公司政府补助的会计核算和财务信息披露进行相应变更，2017 年 1－9 月在合

并利润表的“其他收益”项目中列示公司及子公司收到的与日常经营活动有关的政府补助收入 4,246,586.96 元，对公司 2017

年 1－9 月合并净利润及 2017 年 9 月 30 日的合并净资产金额无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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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49,997.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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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777,584.78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4,452,398.14  

减：所得税影响额 790,073.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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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计 1,185,110.3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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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7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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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杭州永银投资合

伙企业（有限合

伙） 

境内非国有法人 16.58% 70,000,000 70,000,000 质押 70,000,000 

方银军 境内自然人 9.07% 38,301,840 31,300,000 质押 32,000,000 

浙江赞宇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第

一期员工持股计

划 

其他 6.35% 26,800,000 26,800,000   

洪树鹏 境内自然人 4.90% 20,700,080 15,525,060 质押 7,480,000 

陆伟娟 境内自然人 4.77% 20,131,228 10,065,614 质押 9,552,000 

邹欢金 境内自然人 2.75% 11,625,672 8,629,254 质押 6,566,000 

许荣年 境内自然人 2.21% 9,344,292 7,008,218 质押 6,264,292 

中融国际信托有

限公司－融鼎 01

号 

其他 1.81% 7,652,000 0   

中央汇金资产管

理有限责任公司 
国有法人 1.74% 7,356,200 0   

高慧 境内自然人 1.18% 4,993,680 2,881,840 质押 2,56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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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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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伟娟 10,065,614 人民币普通股 10,065,614 

中融国际信托有限公司－融鼎 01

号 
7,652,000 人民币普通股 7,652,000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7,356,200 人民币普通股 7,356,200 

方银军 7,001,840 人民币普通股 7,001,840 

洪树鹏 5,175,020 人民币普通股 5,175,020 

苏建华 3,744,600 人民币普通股 3,744,600 

郦旦亮 3,739,800 人民币普通股 3,739,800 

陈兰 3,690,000 人民币普通股 3,690,000 

邹欢金 2,996,418 人民币普通股 2,996,418 

王宏钗 2,602,862 人民币普通股 2,602,862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

说明 

未知上述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知上述股东之间是否属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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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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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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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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 年 9 月 30 日 2016年 12月 31日 增减% 增减变动说明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

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

金融资产 

             

9,793,800.00  

          

17,851,161.33  
-45.14% 

本报告期末数为棕榈油期货业务资金

投入金额，期初数为应收双马化工业绩

补偿款已于本报告期内收回 

应收账款 
         

495,944,353.59  

         

250,793,426.20  
97.75% 

本报告期日化表面活性剂产品及油脂

化工产品业务规模大幅增长，应收账款

余额相应增加 

预付款项 
         

343,546,954.61  

         

160,555,856.39  
113.97% 

受业务规模扩大及 2017 年下半年日用

化工及油脂化工原料价格回升影响，公

司预付供应商采购款增加 

其他流动资产 
           

32,026,093.73  

         

156,769,299.07  
-79.57% 

本报告期内已全部收回期初短期理财

资金 1 亿元 

长期股权投资 
         

163,698,734.09  

          

15,000,000.00  
991.32% 

本报告期完成赞宇科地并购基金 1.5 亿

元出资份额认缴所致 

在建工程 
         

154,750,078.38  

         

116,106,401.17  
33.28% 

本报告期杭州油化、杜库达及南通凯塔

子公司增加油脂化工技改工程项目投

资所致 

长期待摊费用 
             

3,125,143.21  

            

2,001,559.61  
56.14% 

本报告期内赞宇检测子公司实验室装

修改造支出增加 

递延所得税资产 
           

20,110,483.48  

          

11,645,639.47  
72.69% 

受本报告期内资产减值损失增加、以及

合并抵消公司间交易未实现利润等调

整因素影响，增加了递延所得税资产 

短期借款 
         

991,450,639.40  

         

620,607,046.19  
59.75% 

本报告期业务规模扩大，营运资金需求

增加所致 

应付职工薪酬 
             

5,169,330.63  

          

23,954,401.88  
-78.42% 

本报告期内发放 2016 年终奖金导致应

付职工薪酬余额下降 

应交税费 
           

10,357,542.61  

          

15,283,282.79  
-32.23% 

2016 年度四季度业绩较好，企业所得

税在本报告期内申报缴纳减少应交税

费所致 

其他应付款 
           

67,383,446.73  

         

173,701,574.79  
-61.21% 

本报告期内子公司南通凯塔和印尼杜

库达部分往来款项清理支付，导致余额

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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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并利润表项目  2017 年 1－9 月  2016 年 1－9 月 增减% 增减变动原因说明 

营业总收入 
       

5,282,789,728.73  

      

2,769,435,729.76  
90.75% 

本报告期内公司日用化工及油脂化工

业务规模保持较好增长，继续保持国内

行业龙头企业地位 

营业成本 
       

4,825,760,130.58  

      

2,433,998,664.91  
98.26% 

2017 年上半年受油脂类大宗材料价格

下跌影响，公司营业成本增长幅度超过

营业收入，综合销售毛利率为 8.65%，

较上年同期下降 3.46 个百分点，主要

系南通凯塔及印尼杜库达油化类产品

经营业绩不及预期 

税金及附加 
             

9,453,758.26  

            

4,875,880.11  
93.89% 

业务规模扩大，所支付的税费相应增

加；根据财政部《增值税会计处理规定》

及相关解读，自 2016 年 5 月起，将房

产税、土地使用税、车船使用税及印花

税等支出列支本项目，列报口径相应调

整所致 

销售费用 
         

173,115,363.10  

          

84,203,441.25  
105.59% 

业务规模扩大导致的产品运输费用增

加所致 

管理费用 
         

155,611,762.98  

         

119,547,605.62  
30.17% 

南通凯塔及印尼杜库达纳入完整年度

合并导致管理费用同比增加，增幅远低

于营业规模的增长水平，总体费用可控 

财务费用 
           

64,804,819.64  

          

31,471,172.16  
105.92% 

业务规模增长导致营运资金占用及短

期借款利息增加、以及银行承兑汇票贴

现利息支出增加所致 

资产减值损失 
           

10,410,964.70  

            

6,263,728.28  
66.21% 

应收款项余额增大，按账龄百分比计提

的坏账准备相应增加 

公允价值变动收益 
            

-3,496,260.00  
                                 

报告期末持有棕榈油期货合约持仓浮

亏 

投资收益 
           

21,914,135.70  

               

155,201.98  
14019.75% 

本报告期内收回短期理财投资收益、以

及按权益法核算确认赞宇科地并购基

金所持投资项目相应收益、以及棕榈油

期货合约平仓收益等综合影响所致 

其他收益 
             

4,246,586.96  
    

按照修订后的政府补助会计准则规定，

本报告期内收到与公司日常经营业务

相关的政府补助收益 

营业外支出 
             

4,392,935.43  

            

2,765,071.49  
58.87% 

公司子公司印尼杜库达本报告期内取

消部分棕榈油采购合同，补偿供应商取

消合同损失导致营业外支出增加 

净利润 
           

54,501,361.91  

          

85,774,605.00  
-36.46% 

本报告期内南通凯塔及印尼杜库达经

营业绩不及预期，影响公司的合并净利

润较上年同期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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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数股东损益 
          

-27,965,089.41  

          

10,232,570.30  
  

本报告期内南通凯塔及印尼杜库达业

绩不及预期，少数股东承担的净亏损额

相应增加 

现金流量表项目 2017 年 1－9 月 2016 年 1－9 月 增减% 增减变动原因说明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净额 

          

-61,609,228.71  

        

-123,406,358.74  
-50.08% 

本报告期业务规模扩大，折旧摊销等非

付现费用比重增加，经营现金净流出额

较上年同期有所下降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净额 

        

-132,431,144.20  

        

-479,718,927.77  
72.39% 

本报告期投资性现金流出主要为认缴

赞宇科地并购基金份额，较上年同期主

要收购南通凯塔及印尼杜库达各 60%

股权的现金流出有所下降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净额 

         

334,958,574.66  

         

849,513,799.79  
-60.57% 

本报告筹资活动现金流入主要为银行

短期借款资金增加，上年同期主要为非

公开发行股份收到的现金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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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公司拟自筹资金收购武汉新天达美环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的73.815%股份。 

重要事项概述 披露日期 临时报告披露网站查询索引 

公司拟自筹资金收购武汉新天达美环境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的 73.815%股份，交易

价格合计为 70,742.20 万元人民币，该事

项已经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

议、以及 2017 年度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

审议通过。 

2017 年 09 月 30 日 
巨潮资讯网公告编号： 2017-057《关于

收购资产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2017 年 10 月 21 日 
巨潮资讯网公告编号：2017-065 《2017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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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资产重组时所作承诺       

首次公开发行或再融资时所作承诺 

方银军、洪

树鹏、陆伟

娟 

关于同业

竞争、关

联交易、

资金占用

方面的承

1、本人在今后的生产经营活动

中不利用赞宇科技的股东和共

同实际控制人地位或以其他身

份进行损害赞宇科技及其他股

东利益的行为；本人及受本人

2011 年 11

月 25 日 
长期有效 

严格遵守

承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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诺 控制的企业与赞宇科技之间无

法避免的关联交易，将严格遵

循市场公平原则进行，在赞宇

科技董事会或股东大会对涉及

己方利益的关联交易进行决策

时，本人将严格按照法律、法

规、规范性文件及《浙江赞宇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规

定，自觉回避。2、本人目前除

持有赞宇科技股份外，未投资

其它与赞宇科技及其控股子公

司相同、类似或在任何方面构

成竞争的公司、企业或其他机

构、组织，或从事其它与赞宇

科技及其控股子公司相同、类

似的经营活动；也未在与赞宇

科技及其控股子公司经营业务

相同、类似或构成竞争的任何

企业任职；本人未来将不以任

何方式从事（包括与他人合作

直接或间接从事）或投资于任

何业务与赞宇科技及其控股子

公司相同、类似或在任何方面

构成竞争的公司、企业或其他

机构、组织；或在该经济实体、

机构、经济组织中担任高级管

理人员或核心技术人员；当本

人及可控制的企业与赞宇科技

及其控股子公司之间存在竞争

性同类业务时，本人及可控制

的企业自愿放弃同赞宇科技及

其控股子公司的业务竞争；本

人及可控制的企业不向其他在

业务上与赞宇科技及其控股子

公司相同、类似或构成竞争的

公司、企业或其他机构、组织

或个人提供资金、技术或提供

销售渠道、客户信息等支持；

上述承诺在本人持有公司股份

期间和在公司任职期间有效，

如违反上述承诺，本人愿意承

担给公司造成的全部经济损

失。 

如皋市双 业绩承诺 根据 2015 年 9 月 21 日签订的 2015 年 09 2018 年 12 严格遵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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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化工有

限公司 

及补偿安

排 

《浙江赞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与如皋市双马化工有限公司关

于收购杜库达（印尼有限公司

和南通凯塔化工科技有限公司

股权之盈利补偿协议》，本次交

易对方如皋市双马化工有限公

司与赞宇科技约定：业绩承诺

期间为 2015年 6月 1日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2015 年 6 月 1

日至 2015 年 12 月 31 日、2016

年、2017 年、2018 年，杜库达

及南通凯塔合计实现的抵消杜

库达及南通凯塔之间的内部交

易损益并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

的净利润分别不低于 2,800 万

元、10,000 万元、18,000 元和

21,000 万元。若杜库达及南通

凯塔截至当期期末累计实际盈

利数小于截至当期期末累计承

诺盈利数的，双马化工应当以

现金对赞宇科技进行补偿，具

体关于盈利补偿的相关约定可

参见公司于 2015 年 9 月 22 日

公告的《关于拟用部分非公开

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收购杜库达

60%股权计南通凯塔 60%股权

的公告》 

月 21 日 月 31 日 承诺 

股权激励承诺       

其他对公司中小股东所作承诺 公司 分红承诺 

1、未来三年，公司将采取现金、

股票或者现金与股票相结合的

方式分配股利, 其中以现金分

红为主。公司原则上每年度进

行一次利润分配，董事会可以

根据公司盈利状况及资金需求

状况提议公司进行中期利润分

配，除非经董事会论证同意，

且经独立董事同意、监事会决

议通过，两次利润分配的时间

间隔不少于六个月。2、根据《公

司法》等有关法律法规及《公

司章程》的规定，公司在当年

盈利且合并会计报表累计未分

配利润为正，现金流满足公司

正常生产经营和未来发展的前

2015 年 05

月 12 日 

2017 年 12

月 31 日 

严格遵守

承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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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下, 每年以现金方式分配的

利润应不少于当年度实现的可

供分配利润的百分之十，且任

何三个连续年度内以现金方式

累计分配的利润不少于该三年

实现的年均可分配利润的百分

之三十, 当公司经营活动现金

流量连续两年为负数时，可以

不进行高比例现金分红。3、未

来三年，公司在经营情况良好, 

并且董事会认为公司股票价格

与公司股本规模不匹配、发放

股票股利有利于公司全体股东

整体利益时, 可以在满足上述

现金分红的条件下, 提出股票

股利分配预案。4、如果未来三

年内，公司净利润保持持续稳

定增长，公司可以提高现金分

红比例或者实施股票股利分

配，加大对投资者的回报力度。 

承诺是否按时履行 是 

如承诺超期未履行完毕的，应当详

细说明未完成履行的具体原因及下

一步的工作计划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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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41% 至 51.52% 

2017 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变动区

间（万元） 
16,000 至 23,000 

2016 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万元） 15,179.28 

业绩变动的原因说明 

公司日用表面活性剂产品及油脂化工产品在今年 4 季度将继续保持较好的

业务增长，产品价格回升，综合毛利率将较 2017 年 1－9 月有所提高；公

司完成环保产业投资业务，将适当增加公司该产业的经营业绩。 

五、以公允价值计量的金融资产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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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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期货 
18,000,000

.00 
-3,496,260.00 -3,496,260.00 201,100,585.40 

187,840,525

.40 
-86,790.17 

9,763,800.0

0 
自有资金 

合计 
18,000,000

.00 
-3,496,260.00 -3,496,260.00 201,100,585.40 

187,840,525

.40 
-86,790.17 

9,763,800.0

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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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8 月 30 日 实地调研 机构 公司生产经营、行业发展等相关问题 

2017 年 09 月 08 日 实地调研 机构 
公司生产经营、行业发展、产业并购基

金等相关问题 

2017 年 09 月 14 日 实地调研 机构 公司生产经营、行业发展等相关问题 

 

 

 

 

赞宇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方银军 

2017 年 10 月 2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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