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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重要提示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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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审议季度报告。 

1.3  公司负责人陆胜云、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黄吉忠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黄东

健保证季度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1.4  本公司第一季度报告未经审计。 

 

二、 公司主要财务数据和股东变化 

2.1 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

末增减(%) 

总资产 479,585,458.42 469,370,097.96 2.1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404,885,273.13 392,921,962.83 3.04 

 年初至报告期末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比上年同期增减(%)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9,578,191.00 -119,849,734.57 不适用 

 年初至报告期末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比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 28,928,514.61 21,540,307.26 34.3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1,708,148.33 111,083.26 10,439.9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11,630,515.39 264,725.77 4,293.42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2.85 0.03 增加 2.82 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1 0.00 不适用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适用 □不适用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本期金额 说明 

债务重组损益 82,500.00  

企业重组费用，如安置职工的支出、整合费用等 -4,866.95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0.11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所得税影响额   

合计 77,632.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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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截止报告期末的股东总数、前十名股东、前十名流通股东（或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表 

单位：股 

股东总数（户） 18,157 

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全称） 
期末持股 

数量 

比例

(%) 

持有有限

售条件股

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东性质 
股份状态 数量 

柳州元通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201,452,434 25.22 0 无  国有法人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西壮族

自治区分行 
49,256,529 6.17 0 未知  国有法人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柳州分行 25,237,843 3.16 0 未知  国有法人 

柳州化学工业集团有限公司 22,826,167 2.86 0 
质押 17,260,000 

国有法人 
冻结 22,826,167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柳州分行 21,541,277 2.70 0 未知  国有法人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西壮族

自治区分行 
20,838,531 2.61 0 未知  国有法人 

柳州化工股份有限公司破产企业财产

处置专用账户 
19,147,231 2.40 0 无  其他 

郑俊生 12,118,038 1.52 0 未知  境内自然人 

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柳州分行 11,359,917 1.42 0 未知  国有法人 

厦门国际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10,677,400 1.34 0 未知  
境内非国有

法人 

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的数量 

股份种类及数量 

种类 数量 

柳州元通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201,452,434 人民币普通股 201,452,434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西壮族自治区分行 49,256,529 人民币普通股 49,256,529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柳州分行 25,237,843 人民币普通股 25,237,843 

柳州化学工业集团有限公司 22,826,167 人民币普通股 22,826,167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柳州分行 21,541,277 人民币普通股 21,541,277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西壮族自治区分行 20,838,531 人民币普通股 20,838,531 

柳州化工股份有限公司破产企业财产处置专用账户 19,147,231 人民币普通股 19,147,231 

郑俊生 12,118,038 人民币普通股 12,118,038 

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柳州分行 11,359,917 人民币普通股 11,359,917 

厦门国际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10,677,400 人民币普通股 10,677,4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上述股东中，国有法人股股东柳州元通投资发展有限公司为柳州市

国资委的全资子公司，与柳州化学工业集团有限公司为一致行动

人。其它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是否是一致行动人均未知。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的说明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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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截止报告期末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前十名优先股股东、前十名优先股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

情况表 

□适用 √不适用  

三、 重要事项 

3.1 公司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重大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适用 □不适用  

1、应收账款本报告期末较上年度末减少91.66%，主要系本期收回上期产品赊销款所致。 

2、预付款项本报告期末较上年度末增加215.40%，主要系预付贸易款所致。 

3、其他应收款本报告期末较上年度末增加249.81%，主要系本期备用金支出增加所致。 

4、存货本报告期末较上年度末增加120.51%，主要是生产用原材料库存增加。 

5、营业收入、营业成本、税金及附加、销售费用以及销售商品、提供劳务收到的现金和经营

活动现金流入小计等本报告期较上年同期增加幅度较大，主要系本报告期市场行情较好，产品销

售数量增加、价格上涨所致。 

6、购买商品、接受劳务支付的现金本报告期较上年同期增加幅度101.55%，主要是原材料采

购和贸易业务现金支出增加。 

7、管理费用本报告期较上年同期减少74.33%，主要系本报告期在职员工人数较上年同期大幅

减少，支付的职工薪酬相应减少所致。 

8、财务费用本报告期较上年同期减少298.84万元，收到的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本报告

期较上年同期增加480.25%，主要是本报告期银行存款利息增加所致。 

9、营业利润、利润总额、净利润、综合收益总额等本报告期较上年同期增加幅度较大，主要

有三个方面的原因，一是本报告期产品市场行情较好，销量增加、价格上涨；二是上年同期完成

了对大部分应安置职工的安置工作，本报告期在职员工人数较上年同期大幅减少，支付的职工薪

酬相应减少；三是与去年同期相比，本报告期银行存款利息增加。 

10、支付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本报告期较上年同期减少 80.76%，主要是因为上年同期

支付了维稳费、审计费等有关费用所致。 

11、支付给职工以及为职工支付的现金、经营活动现金流出小计本报告期较上年同期分别减

少97.36%、81.12%，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等本报告期较上

年同期分别增加1.29亿元，主要是上年同期支付了大额的职工安置费用所致。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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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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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作为公司 2020 年度财务报告的审计机构，对公司 2020

年度财务报告出具了带与持续经营相关的重大不确定性段的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审计报告与

持续经营相关的重大不确定性段指出：2020年度贵公司经营活动现金净流量为-13,030.88万元，

2020年度支付的职工安置费用为 12,162.10万元，若扣除该项支付职工安置费的影响贵公司本年

度经营活动现金净流量为-868.78 万元。贵公司上年度处置了除鹿寨分公司以外的其他经营性资

产，贵公司经营范围大幅缩小，产品产销量大幅减少, 报告期内，贵公司经营性资产仅为鹿寨分

公司资产，鹿寨分公司主营双氧水的生产和销售，年设计生产能力为 27.5%双氧水 10万吨，资产

和经营规模小，产品单一，抗风险能力和盈利能力较弱。上述两种情况表明存在可能导致对贵公

司持续经营能力产生重大疑虑的重大不确定性。 

目前公司生产经营情况正常。今年一季度实现了1,170.81万元的盈利，但经营规模小、产品

单一的状况尚未改变，抗风险能力和盈利能力还比较弱。请投资者注意风险，谨慎投资。 

 

3.3 报告期内超期未履行完毕的承诺事项 

□适用 √不适用  

 

3.4 预测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期末的累计净利润可能为亏损或者与上年同期相比发生重大变动的

警示及原因说明 

□适用 √不适用  

 

公司名称 柳州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陆胜云 

日期 2021年 4月 28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