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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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下列董事外，其他董事亲自出席了审议本次季报的董事会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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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奕丰 董事长 因公出差 林少韩 

公司负责人周奕丰、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林俊洁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

管人员)刘光辉声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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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元） 1,413,447,514.96 1,496,214,574.89 -5.5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252,023,992.21 304,197,561.40 -17.1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的净利润（元） 
251,017,477.19 302,216,428.82 -16.94%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35,744,305.76 34,107,001.34 4.80%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975 0.1263 -22.80%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974 0.1255 -22.39%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4.26% 7.65% -3.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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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431,405,031.90 14,337,649,856.16 0.6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6,042,905,545.33 5,790,881,553.14 4.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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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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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20,332.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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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220.00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112,141.97  

减：所得税影响额 109,525.89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5,213.97  

合计 1,006,515.0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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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2,6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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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鸿达兴业集团有

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38.40% 992,538,180 165,641,548 质押 693,758,184 

广州市成禧经济

发展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6.79% 175,505,415 0 质押 171,205,000 

乌海市皇冠实业

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6.47% 167,236,095 0 质押 167,000,000 

国华人寿保险股

份有限公司－万

能三号 

其他 5.14% 132,838,808 132,838,808   

广东潮商会投资

管理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2.57% 66,419,404 66,419,404 质押 66,419,404 

方正东亚信托有

限责任公司－恒

升22号潮汕资本

证券投资单一资

金信托 

其他 1.47% 38,000,000 0   

华能贵诚信托有

限公司－华能信

托·汇诚 171（鸿

达兴业）集合资

金信托计划 

其他 1.40% 36,206,619 0   

长城国融投资管

理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1.04% 26,990,553 26,990,553   

赵锦清 境内自然人 1.04% 26,958,630 0   

宁波德希实业投

资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人 1.00% 25,908,316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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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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鸿达兴业集团有限公司 826,896,632 人民币普通股 826,896,632 

广州市成禧经济发展有限公司 175,505,415 人民币普通股 175,505,415 

乌海市皇冠实业有限公司 167,236,095 人民币普通股 167,236,095 

方正东亚信托有限责任公司－恒

升 22 号潮汕资本证券投资单一资

金信托 

38,0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38,000,000 

华能贵诚信托有限公司－华能信

托·汇诚 171（鸿达兴业）集合资金

信托计划 

36,206,619 人民币普通股 36,206,619 

赵锦清 26,958,630 人民币普通股 26,958,630 

宁波德希实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

合伙） 
25,908,316 人民币普通股 25,908,316 

江苏琼花集团有限公司 15,1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15,100,000 

林采耿 13,443,229 人民币普通股 13,443,229 

华宝信托有限责任公司－"华宝丰

进"76 号单一资金信托 
9,997,830 人民币普通股 9,997,83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

说明 

鸿达兴业集团有限公司与广州市成禧经济发展有限公司为一致行动关系，该 2 名股东与

上述其他股东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关系。乌海市皇冠实业有限公司为持有公

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国华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为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上

述股东之间的其他关系不详。 

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参与融资融券

业务情况说明（如有） 

截至 2018 年 3 月 31 日，鸿达兴业集团有限公司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公司 884,955,774

股股份，通过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公司 107,582,406

股股份，因此，合计持有公司 992,538,180 股股份；股东赵锦清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

公司 2,318,630 股股份，通过华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公

司 24,640,000 股股份，因此，合计持有公司 26,958,630 股股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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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合并资产负债表项目变动分析 

项目 
期末余额 

（元） 

期初余额 

（元） 

较期初变动

幅度 
变动原因 

应付利息 4,794,589.36  7,819,119.44  -38.68% 
本期末已计提未支付的利息金额较期初大幅

减少。 

其他应付款 612,416,085.29  900,081,457.18  -31.96% 

本期按合同约定期限支付广东塑料交易所股

份有限公司股权收购款2.62亿元，使得期末其

他应付款相应减少。 

（二）合并利润表项目变动分析 

项目 
本期发生额 

（元） 

上期发生额 

（元） 

较上年同期

变动幅度 
变动原因 

税金及附加  11,552,136.50  7,617,452.81  51.65% 
本期缴纳的土地使用税及地方基金多于上年

同期。 

营业外收入 118,141.62  2,484,562.10  -95.24% 

根据财政部2017年修订的《企业会计准则第16

号——政府补助》、《财政部关于修订印发一

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通知》，本期内相关政

府补助转至其他收益科目核算，上年同期仍在

本科目核算。因此，本期营业外收入少于上年

同期。 

（三）合并现金流量表项目变动分析 

项目 
本期发生额 

（元） 

上期发生额 

（元） 

较上年同期

变动幅度 
变动原因 

购建固定资产、

无形资产和其他

长期资产支付的

现金 

  56,465,713.79  -100.00% 本期内未发生购建支出。 

偿还债务支付的现

金 
261,907,949.62  487,329,562.36  -46.26% 

本期内实际偿还银行借款等债务金额少于上

年同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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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拟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 

经公司于2017年12月28日召开的第六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临时）会议和2018年1月15日召开的2018年度第一次临时股东

大会审议通过，公司拟公开发行A股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不超过220,000万元，用于子公司内蒙古中谷矿业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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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产30万吨聚氯乙烯及配套项目。详细内容见公司于2017年12月30日刊登的《公司公开发行A股可转换公司债券预案》。该

事项尚需取得中国证监会核准后方可实施，目前有关申报准备工作正在有序推进中。 

2、筹划重大资产重组事项 

因筹划资产收购事项，预计该事项可能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中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标准，公司股票

自2018年3月27日开市起停牌。公司分别于2018年4月3日、4月12日、4月19日披露了《重大资产重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

分别为：临2018-034、临2018-035、临2018-038），于2018年4月25日披露了《重大资产重组延期复牌暨进展公告》（临2018-041）。

目前本次重组方案在进一步论证和完善中，各中介机构正在抓紧对标的资产开展尽职调查、审计、评估等相关工作。 

3、重大合同进展 

公司于2017年2月与内蒙古自治区通辽市科尔沁左翼中旗人民政府、广州华南土壤改良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签署了《通辽

市100万亩盐碱地土壤改良PPP项目合作协议》，拟对科尔沁左翼中旗的盐碱退化土地进行土壤改良和综合开发。公司正在

落实土地权属核查、土地丈量和流转、土壤检测分析等工作，并针对具体地块的土壤状况设计修复方案，部分土地已开展燕

麦草等农作物试验种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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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 年 1-6 月经营业绩的预计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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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 年 1-6 月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变

动幅度 
-10.88% 至 8.92% 

2018 年 1-6 月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变

动区间（万元） 
45,000 至 55,000 

2017年 1-6月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万

元） 
50,495.52 

业绩变动的原因说明 公司主要产品经营稳定，但市场价格等经营环境因素存在不确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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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9,980.00 -11,220.00 -55,690.00 0.00 0.00 0.00 84,290.00 自有资金 

合计 139,980.00 -11,220.00 -55,690.00 0.00 0.00 0.00 84,290.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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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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 年 01 月 17 日 电话沟通 个人 了解公司主营业务生产经营概况。 

2018 年 01 月 26 日 电话沟通 个人 了解公司主营产品 PVC 的主要原料及生产工艺 

2018 年 02 月 08 日 电话沟通 个人 询问公司土壤修复业务目前市场范围。 

2018 年 02 月 12 日 电话沟通 个人 询问公司土壤修复业务发展情况和规划。 

2018 年 02 月 22 日 电话沟通 个人 询问公司 2017 年度业绩快报披露时间。 

2018 年 02 月 28 日 电话沟通 个人 询问公司 2017 年度业绩快报有关内容。 

2018 年 03 月 06 日 电话沟通 个人 了解公司 PVC 业务情况及市场价格走势。 

2018 年 03 月 14 日 电话沟通 个人 了解公司土壤修复产品的应用范围。 

2018 年 03 月 22 日 电话沟通 个人 了解公司 2017 年经营状况和盈利水平。 

 

鸿达兴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周奕丰 

二〇一八年四月二十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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