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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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负责人邵文年、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李文明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

管人员)俞跃兵声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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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919,818,852.89 4,358,259,312.62 12.8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51,063,818.95 298,211,405.76 -82.8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元） 
47,899,406.35 291,912,071.12 -83.59%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558,068,457.87 349,212,051.02 -259.81%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4 0.23 -82.61%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4 0.23 -82.61%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0.71% 5.37% -4.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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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449,711,831.49 30,170,884,547.20 -9.0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7,176,264,867.30 7,125,201,048.35 0.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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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7,463.73  

越权审批或无正式批准文件的税收返还、减免 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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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94,946.76  

计入当期损益的对非金融企业收取的资金占用费 0.00  

企业取得子公司、联营企业及合营企业的投资成本小于取得

投资时应享有被投资单位可辨认净资产公允价值产生的收

益 

0.00  

非货币性资产交换损益 0.00  

委托他人投资或管理资产的损益 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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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不可抗力因素，如遭受自然灾害而计提的各项资产减值准

备 
0.00  

债务重组损益 0.00  

企业重组费用，如安置职工的支出、整合费用等 0.00  

交易价格显失公允的交易产生的超过公允价值部分的损益 0.00  

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产生的子公司期初至合并日的当期净

损益 
0.00  

与公司正常经营业务无关的或有事项产生的损益 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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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衍生金融资产、交易性金融负债、衍生金融

负债产生的公允价值变动损益，以及处置交易性金融资产、

衍生金融资产、交易性金融负债、衍生金融负债和其他债权

投资取得的投资收益 

0.00  

单独进行减值测试的应收款项、合同资产减值准备转回 0.00  

对外委托贷款取得的损益 0.00  

采用公允价值模式进行后续计量的投资性房地产公允价值

变动产生的损益 
0.00  

根据税收、会计等法律、法规的要求对当期损益进行一次性

调整对当期损益的影响 
0.00  

受托经营取得的托管费收入 0.00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452,590.31  

其他符合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的损益项目 0.00  

减：所得税影响额 550,588.20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0.00  

合计 3,164,412.6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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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519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

东总数（如有）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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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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浙江省交通投

资集团有限公

司 

国有法人 57.15% 786,220,976 649,262,566   

全国社保基金

一零三组合 
其他 4.87% 66,983,272 0   

浙江海港资产

管理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4.86% 66,880,790 33,949,945   

浙江省中医药

健康产业集团

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2.51% 34,544,562 14,581,066   

全国社保基金

一零四组合 
其他 2.49% 34,188,839 0   

中航国际成套

设备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2.34% 32,180,589 22,526,413   

浙江省国有资

本运营有限公

司 

国有法人 2.34% 32,180,589 32,180,589   

宁波汇众壹号

股权投资合伙

企业（有限合

伙） 

境内非国有法

人 
1.18% 16,191,985 11,334,390   

宁波汇众贰号

股权投资合伙

企业（有限合

伙） 

境内非国有法

人 
1.16% 15,988,604 11,192,023   

招商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东

方红睿丰灵活

配置混合型证

券投资基金

(LOF) 

其他 1.13% 15,499,874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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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浙江省交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136,958,410 人民币普通股 136,958,410 

全国社保基金一零三组合 66,983,272 人民币普通股 66,983,2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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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社保基金一零四组合 34,188,839 人民币普通股 34,188,839 

浙江海港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32,930,845 人民币普通股 32,930,845 

浙江省中医药健康产业集团有

限公司 
19,963,496 人民币普通股 19,963,496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东方

红睿丰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

资基金(LOF) 

15,499,874 人民币普通股 15,499,874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博时精选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15,0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15,000,000 

中航国际成套设备有限公司 9,654,176 人民币普通股 9,654,176 

杭州炬元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炬元鑫兴九号私募基金 
7,133,000 人民币普通股 7,133,000 

西藏泓涵股权投资管理有限公

司 
5,488,548 人民币普通股 5,488,548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

的说明 
公司未知各股东相互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知是否属于一致行动人。 

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参与融资融

券业务情况说明（如有） 
公司未知上述股东是否参与融资融券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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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位：元 

资产负债项目 2019 年 3 月 31 日 2018 年 12 月 31 日 变动幅度 变动原因分析 

预付款项 178,871,872.83 74,151,437.66 141.23% 
主要是期末购买原材料预付款较期初

增加所致 

其中：应收利息   789,155.76 -100.00% 主要是本期收回期初计提的利息收入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资产 376,547,828.30 1,225,421,325.97 -69.27% 
主要是本期收回本年到期的长期应收

款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 380,226,836.00 600,226,836.00 -36.65% 主要是本期归还本年到期的长期借款 

损益项目 2019 年 1-3 月 2018 年 1-3 月 变动幅度 变动原因分析 

资产减值损失 2,208,783.28 -539,765.11 -509.21% 

主要系本期对账面存货重新按照成本

与可变现净值孰低法计提的存货跌价

准备 

加：其他收益 2,894,946.76 2,174,511.51 33.13% 
主要是本期收到的政府补助较上期增

加所致 

公允价值变动收益（损失以“－”

号填列） 
  1,073,223.98 -100.00% 

主要是上期存在金融产品，相应在资

产负债表日的反映公允价值变动情

况，本期无。 

资产处置收益（损失以“-”号

填列） 
112,830.00     主要是本期处置固定资产所致 

三、营业利润（亏损以“－”号

填列） 
103,591,123.52 367,692,688.78 -71.83% 

主要是化工板块出现亏损：1、外部市

场环境影响，公司产品与原料价差仍

处于较低水平；2、一季度公司及宁波

两家子公司大修影响生产销售； 

加：营业外收入 2,128,179.62 4,210,042.85 -49.45% 主要是本期非流动资产处置较少所致 

减：营业外支出 1,410,955.58 535,980.11 163.25% 主要是今年该类支出增加所致 

四、利润总额（亏损总额以“－”

号填列） 
104,308,347.56 371,366,751.52 -71.91% 

主要是化工板块出现亏损：1、外部市

场环境影响，公司产品与原料价差仍

处于较低水平；2、一季度公司及宁波

两家子公司大修影响生产销售； 

五、净利润（净亏损以“－”号

填列） 
48,793,034.64 297,986,628.85 -83.63%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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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持续经营净利润（净亏损以

“－”号填列） 
48,793,034.64 297,986,628.85 -83.63% 同上 

1.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

润 
51,063,818.95 298,211,405.76 -82.88% 同上 

2.少数股东损益 -2,270,784.31 -224,776.91 910.24% 主要是非全资子公司效益变动影响 

七、综合收益总额 48,793,034.64 297,986,628.85 -83.63% 

主要是化工板块出现亏损：1、外部市

场环境影响，公司产品与原料价差仍

处于较低水平；2、一季度公司及宁波

两家子公司大修影响生产销售；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综合收

益总额 
51,063,818.95 298,211,405.76 -82.88% 同上 

归属于少数股东的综合收益总

额 
-2,270,784.31 -224,776.91 910.24% 主要是非全资子公司效益变动影响 

（一）基本每股收益 0.04 0.23 -82.61% 

主要是化工板块出现亏损：1、外部市

场环境影响，公司产品与原料价差仍

处于较低水平；2、一季度公司及宁波

两家子公司大修影响生产销售； 

（二）稀释每股收益 0.04 0.23 -82.61% 同上 

现金流量项目 2019 年 1-3 月 2018 年 1-3 月 变动幅度 变动原因分析 

收到的税费返还 6,236,375.94 4,787,018.02 30.28% 主要是本期出口退税增加所致 

收到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

金 
2,200,560,801.27 1,538,119,930.16 43.07% 

主要是本期收回经营性保证金增加所

致及本期收回本年到期的长期应收款 

支付给职工以及为职工支付的

现金 
362,092,382.62 274,483,429.33 31.92% 

主要是随着业务规模的扩大，职工增

长而增长 

支付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

金 
2,442,183,649.02 1,779,030,199.50 37.28% 

主要是本期支付经营性保证金增加所

致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558,068,457.87 349,212,051.02 -259.81% 主要是上述变动原因综合作用的结果 

收回投资收到的现金 0 50,000,000.00 -100.00% 
主要是上年同期收回投资理财，本期

未发生 

取得投资收益收到的现金 152,879,938.97 2,034,109.59 7415.82% 
主要是本期收到投资类项目回购款所

致 

处置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

长期资产收回的现金净额 
4,239,905.69 284,676.40 1389.38% 主要是本期处置长期股权投资所致 

收到其他与投资活动有关的现

金 
50,000,000.00 140,651.40 35448.88% 

主要是上期的募集资金购买结构性存

款到期 

投资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207,119,844.66 52,459,437.39 294.82% 主要是上述变动原因综合作用的结果 

支付其他与投资活动有关的现

金 
60,000,000.00 0   主要是本期募集资金购买结构性存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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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2,876,491.64 -126,045,956.11 -81.85% 主要是上述变动原因综合作用的结果 

吸收投资收到的现金 0 60,330,000.00 -100.00% 
主要是上期吸收非全资子公司小股东

投资款所致 

收到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的现

金 
0 1,041,231.51 -100.00% 本期未发生筹资活动相关现金 

偿还债务支付的现金 675,000,000.00 1,259,573,400.00 -46.41% 主要系去年同期归还较多贷款 

支付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的现

金 
0 1,947,895.00 -100.00% 本期未发生其他与筹资活动相关现金 

筹资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738,226,552.32 1,339,925,428.84 -44.91% 主要是上述变动原因综合作用的结果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8,726,552.32 -438,554,197.33 -95.73% 主要是上述变动原因综合作用的结果 

四、汇率变动对现金及现金等价

物的影响 
-2,460,365.90 -5,674,080.79 -56.64% 主要系本期汇兑损失减少所致 

五、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 -602,131,867.73 -221,062,183.21 172.38% 
主要是本期经营性现金流量净额减少

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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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4月1日，浙江交科下属子公司浙江交工因施工不规范，收到湖州市交通运输局“责令改正，并罚款人民币陆拾肆

万柒仟柒佰伍拾元整”的行政处罚决定书（湖交监罚字（2019）第1号）。浙江交工已根据要求积极采取改正措施并获得专家

论证会认可。针对本次处罚，浙江交工将认真总结教训，加大设计施工融合力度，确保项目施工满足规范要求。 

2、自2011年以来，公司就有机胺及相关生产装置（即化工业务江山生产基地）搬迁事宜，与江山市政府开展了持续的商谈，

积极推进搬迁工作。由于搬迁工作复杂，协调难度大，双方就原址关停、迁址选择、拆迁、建设、人员安置、项目选择以及

赔偿等多个关键因素一直未能协商一致,搬迁工作未能取得实质性进展.经与相关部门沟通、协商，取得相关方的理解与支持，

2016年政府相关部门同意公司“就地整治提升”，尽快实现搬迁。2019年2月，江山市《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到"江化搬迁工

作获省政府层面推动，取得实质性进展，明确将于2020年底前搬迁或关停。"截至目前，政府部门尚未与公司就搬迁或关停

事宜达成协议、作出安排，搬迁或关停工作未取得实质性进展。公司化工业务江山生产基地搬迁或关停事宜尚存在重大的不

确定性，成功与否直接关系到江山基地生产经营及后续发展，公司将密切关注进展情况，并以股东利益最大化原则加强与政

府部门沟通相关事宜，对涉及搬迁或关停的重大事项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3、2018年 2月，公司全资子公司宁波浙铁大风化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大风公司”）收到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以下简

称“省高院”）案号为（2018）浙民初 6号建设工程合同纠纷的起诉书，原告中建安装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建安装”）

诉请大风公司支付 10万吨/年非光气法聚碳酸酯项目 EPC工程款余额及利息共计 3.25 亿元。大风公司按要求向省高院提交

了答辩状和相关证据，并就上述工程逾期完工事宜提起反诉。2018年 6月，中建安装向省高院提交诉讼变更请求申请书，

诉请变更为支付工程款余额及利息 4.12亿元。2019年 1 月，浙江省高院委托第三方工程鉴定机构就本项目争议工程内容进

行鉴定。截至目前，该案件尚在司法鉴定中｡公司将密切关注本案件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重要事项概述 披露日期 临时报告披露网站查询索引 

中建安装与大风化工关于 10 万吨/年

非光气法聚碳酸酯联合装置项目建设

工程合同纠纷案 

2018 年 02 月 14 日 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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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份回购的实施进展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采用集中竞价方式减持回购股份的实施进展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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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 年 1-6 月经营业绩的预计 

√ 适用 □ 不适用  

2019 年 1-6 月预计的经营业绩情况：净利润为正，同比下降 50%以上 

净利润为正，同比下降 50%以上 

2019 年 1-6 月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变动幅度 
-73.32% 至 -64.38% 

2019 年 1-6 月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变动区间（万元） 
17,900 至 23,900 

2018 年 1-6 月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万元） 
67,103.34 

业绩变动的原因说明 

基建板块，公司将继续积极推进模式创新等战略转型举措，进一步加大

省内、省外和海外市场拓展力度，紧紧抓住国家基础设施补短板机遇，

保持业绩持续增长势头，预计实现盈利 24,400 万元至 28,900 万元； 

化工板块，公司预计二季度产销平衡，亏损有所下降，但受周期性影响

产品与原料价差仍无法明显改善，预计仍有亏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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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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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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报告期内未发生接待调研、沟通、采访等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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