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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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负责人车成聚、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黄磊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

人员)荣芳声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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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

减 

营业收入（元） 8,700,922,944.27 4,697,386,784.92 85.2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666,800,195.80 197,859,818.08 237.0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元） 
649,605,111.54 182,702,365.54 255.55%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697,199,036.60 446,011,423.65 56.32%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38 0.113 236.28%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32 0.113 183.19%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7.15% 2.58% 4.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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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696,207,328.41 20,638,901,335.33 5.1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10,669,723,437.37 8,981,031,961.94 18.80%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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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5,190.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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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990,642.22  

委托他人投资或管理资产的损益 4,009,112.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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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91,398.05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2,216,349.92  

减：所得税影响额 3,445,145.96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3,439,763.89  

合计 17,195,084.2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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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淄博齐翔腾达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第一季度报告正文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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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8,2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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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淄博齐翔石油

化工集团有限

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49.11% 932,296,347  质押 809,292,484 

车成聚 境内自然人 3.50% 66,512,379 49,884,284   

长安国际信托

股份有限公司

－长安信托－

齐翔腾达第一

期员工持股集

合资金信托计

划 

其他 2.84% 53,847,299    

香港中央结算

有限公司 
境外法人 1.68% 31,887,790    

全国社保基金

四零三组合 
其他 0.78% 14,789,700    

陕西省国际信

托股份有限公

司－陕国

投·鑫鑫向荣

32 号证券投资

集合资金信托

计划 

其他 0.59% 11,264,023    

陕西省国际信

托股份有限公

司－陕国

投·聚宝盆 86

号证券投资集

合资金信托计

划 

其他 0.54% 10,325,5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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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工商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

－海富通改革

驱动灵活配置

混合型证券投

资基金 

其他 0.51% 9,714,500    

广州君凯投资

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0.48% 9,053,411  质押 1,164,930 

魏杰 境内自然人 0.45% 8,595,9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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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淄博齐翔石油化工集团有限公

司 
932,296,347 人民币普通股 932,296,347 

长安国际信托股份有限公司－

长安信托－齐翔腾达第一期员

工持股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53,847,299 人民币普通股 53,847,299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31,887,790 人民币普通股 31,887,790 

车成聚 16,628,095 人民币普通股 16,628,095 

全国社保基金四零三组合 14,789,700 人民币普通股 14,789,700 

陕西省国际信托股份有限公司

－陕国投·鑫鑫向荣 32 号证券

投资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11,264,023 人民币普通股 11,264,023 

陕西省国际信托股份有限公司

－陕国投·聚宝盆 86 号证券投

资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10,325,519 人民币普通股 10,325,519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海富通改革驱动灵活配置混合

型证券投资基金 

9,714,500 人民币普通股 9,714,500 

广州君凯投资有限公司 9,053,411 人民币普通股 9,053,411 

魏杰 8,595,900 人民币普通股 8,595,9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

的说明 

车成聚先生持有淄博齐翔石油化工集团有限公司 20.00%的股份，广州君凯投资有限

公司为公司实际控制人控制的企业，车成聚先生与淄博齐翔石油化工集团有限公司为

一致行动人；广州君凯投资有限公司与淄博齐翔石油化工集团有限公司为一致行动

人。除此以外，未知其余前十名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知是否属于《上市

公司股东持股信息披露管理办法》中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前 10 名股东参与融资融券业务

情况说明（如有） 

上述前十名股东中，广州君凯投资有限公司通过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

担保证券账户持有公司 7,888,481 股，魏杰通过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

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公司 8,595,800 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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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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资产负债表项目 期末余额 期初余额 变动幅度 变动原因 

应收票据 358,917,496.13 268,972,652.25 33.44% 新项目投产应收货款增加所致 

其他应收款 38,934,504.52 24,060,759.76 61.82% 加大原料进口付海关保证金所致 

持有待售资产 - 1,233,562.83 -100.00% 持有待售资产处置 

其他流动资产 40,822,480.64 26,541,742.97 53.80% 待抵扣税金增加所致 

长期待摊费用 288,500,664.90 184,987,161.72 55.96% 新项目投产待摊催化剂增加所致 

交易性金融负债 - 7,559,749.14 -100.00% 境外Granite Capital S.A.公司交易性金融负债减少所致 

应付票据 331,847,817.05 724,239,777.41 -54.18% 应付票据到期兑付所致 

合同负债 253,357,105.97 182,347,287.34 38.94% 预收货款增加所致 

应付职工薪酬 54,861,498.79 196,719,807.33 -72.11% 一季度兑付年终奖所致 

应交税费 173,867,529.13 73,871,394.69 135.37% 应交所得税增加所致 

其他流动负债 - 24,847,075.85 -100.00% 待转销项税减少所致 

长期借款 2,027,823,777.42 430,442,167.24 371.10% 增加项目借款所致 

应付债券 1,473,882,546.38 2,479,860,036.86 -40.57% 可转债债转股所致 

其他权益工具 310,449,518.77 528,334,783.48 -41.24% 可转债债转股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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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公积 3,170,031,202.78 2,256,890,633.57 40.46% 可转债债转股所致 

库存股 - 199,919,800.70 -100.00% 可转债债转股所致 

其他综合收益 356,084.13 -2,929,138.18 -112.16% 外币财务报表折算差额变动所致 

专项储备 396,240.12 - 100.00% 计提专项储备所致 

利润表项目 本期余额 上期余额 变动幅度 变动原因 

营业收入 8,700,922,944.27 4,697,386,784.92 85.23% 新产能的释放及产品价格上涨所致 

营业成本 7,656,669,288.02 4,235,169,088.15 80.79% 原料价格上涨及增加了新项目营业成本所致 

税金及附加 26,692,982.22 17,037,929.14 56.67% 应交增值税增加所致 

销售费用 35,557,955.48 27,230,249.77 30.58% 境外Granite Capital S.A.公司销售费用增加所致 

财务费用 30,187,548.39 45,989,107.42 -34.36% 短期借款减少所致 

信用减值损失 -3,282,693.49 1,772,551.25 -285.20% 计提应收款项坏账损失增加所致 

资产减值损失 17,510,174.51 -5,825,693.85 -400.57% 冲回计提的存货跌价准备所致 

资产处置收益 105,190.97 155.22 67668.95% 固定资产处置增加所致 

营业外支出 3,922,653.16 6,192,187.07 -36.65% 公益捐赠支出减少所致 

所得税费用 126,079,377.54 43,663,618.00 188.75% 利润增加所致 

现金流量表项目 本期余额 上期余额 变动幅度 变动原因 

经营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12,583,569,322.26 5,824,408,952.13 116.05% 新产能的释放及产品价格上涨导致销售商品收到的现金增加所致 

经营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11,886,370,285.66 5,378,397,528.48 121.00% 原料价格上涨及购买新投产项目原料导致购买商品支付的现金增加所致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697,199,036.60 446,011,423.65 56.32% 销售商品收到的现金增加额大于购买商品支付的现金增加额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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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414,007,051.55 39,392,534.68 950.98% 收回到期委托理财本金增加所致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756,586,279.98 -1,336,555,285.74 43.39% 收到与支付委托理财本金净额较去年同期增加所致 

汇率变动对现金及现金等价物

的影响 
38,786,208.21 8,841,384.65 338.69% 汇率增加导致外币现金资产增加所致 

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 804,581,485.16 178,327,849.62 351.18% 经营活动及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同比增加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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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淄博齐翔腾达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的批复》（证监许可

[2020]1342号文）核准，淄博齐翔腾达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公司”)于2020年8月20日向社会公开发行了2,990万

张可转换公司债券（以下简称“可转债”），每张面值100元，发行总额2,990,000,000.00元。本次公开发行可转债募集资金

总额为2,990,000,000.00元，扣除承销费、保荐费等发行费用后，本次募集资金净额为2,966,543,311.66元。2020年9月15

日，公司发行的可转债于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债券代码128128。报告期内，“齐翔转 2”因转股金额减少1,233,095,400 

元（12,330,954 张债券），转股数量为 150,009,312 股，其中优先使用公司回购股份转股数额为 26,974,600 股。截至2021

年3月31日，“齐翔转 2”剩余可转债金额为1,756,904,600 元，剩余债券17,569,046张。 

 

重要事项概述 披露日期 临时报告披露网站查询索引 

本公司于 2018 年 1 月接到天津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传票，原

告天津有山化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有山公司"）以委托合同

纠纷向天津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诉讼请求：1、判

令被告赔偿原告经济损失 6,816.69 万元；2、判令被告承担本

案全部诉讼费用。公司收到淄博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鲁 03

民初 189 号民事裁定，原告有山公司不能证明其与本案有直接

利害关系，故驳回原告天津有山公司的起诉。原告天津有山化

工有限公司已将该案上诉至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山东省高级

人民法院指令山东省淄博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截至定期报告

披露日案件尚未开庭审理。 

2018年 01月 31日 公告编号：2018-003、2018-028 

本公司于 2018 年 10 月 31 日接到上海知识产权法院传票，上

海华谊丙烯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华谊"）以侵害商业秘

密纠纷为由向上海知识产权法院提起诉讼，诉讼请求为要求汪

青海、菏泽华立、齐翔腾达停止侵权，共同赔偿经济损失及案

件支出合理费用 5000 万元。2020 年 4 月 8 日，原告上海华谊

撤回前述起诉，并基于同一案由重新分案提起两起诉讼，诉讼

请求为要求汪青海、菏泽华立、山东易达利、齐翔腾达、中国

化学赛鼎宁波工程有限公司停止侵权，共同赔偿案件支出合理

费用每案 36.57 万元。截至目前案件尚未开庭审理。 

2018 年 11月 26 日 公告编号：2018-0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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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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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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收购报告书或权益变动报告书中

所作承诺 

雪松实业集

团有限公

司、张劲 

同业竞争 

1、在本公司受让淄博齐翔石油化工集团有限公司 80%的股权的工商变更登记手续

完成后，本公司及本公司关联方不会直接或间接从事任何与齐翔腾达及其下属公司

主要经营业务构成实质性同业竞争或潜在实质性同业竞争关系的生产与经营，亦不

会投资或新设任何与齐翔腾达及其下属公司主要经营业务构成实质性同业竞争或

潜在实质性同业竞争关系的其他企业；2、如本公司及本公司关联方获得的商业机

会与齐翔腾达及其下属公司主营业务发生实质性同业竞争或可能发生实质性同业

竞争的，本公司及本公司关联方将立即通知齐翔腾达，并尽力将该商业机会给予齐

翔腾达，以避免与齐翔腾达及下属公司形成实质性同业竞争或潜在实质性同业竞

争，以确保齐翔腾达及齐翔腾达其他股东利益不受侵害；3、本承诺在本公司作为

齐翔腾达间接控股股东期间持续有效；4、本公司及本公司关联方将忠实履行上述

承诺，若不履行本承诺所赋予的义务和责任，本公司及本公司关联方将依照相关法

律法规、部门规章及规范性文件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2016

年 11

月 11

日 

长期

有效 

截止报告

期末，承

诺人严格

履行承诺

内容。 

雪松实业集

团有限公

司、张劲 

关联关系 

1、在本公司受让淄博齐翔石油化工集团有限公司 80%的股权的工商变更登记手续

完成后，本公司及本公司关联方将按法律、法规及其他规范性文件规定的要求尽可

能避免、减少与齐翔腾达的关联交易；对于无法避免或有合理原因而发生的关联交

易，本公司及本公司的关联方将遵循市场公平、公正、公开的原则与齐翔腾达依法

签订协议，履行合法程序，按照有关法律、法规、其他规范性文件及齐翔腾达章程

等规定，依法履行相关内部决策程序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保证关联交易定价

公允、合理，交易条件公平，保证不利用关联交易非法转移齐翔腾达的资金、利润，

亦不利用该等交易从事任何损害齐翔腾达及其他股东合法权益的行为；2、本公司

及本公司关联方将忠实履行上述承诺，若不履行本承诺赋予的义务和责任，本公司

及本公司关联方将依照相关法律法规、部门规章及规范性文件承担相应的法律责

任。 

2016

年 11

月 11

日 

长期

有效 

截止报告

期末，承

诺人严格

履行承诺

内容。 

雪松实业集

团有限公
独立性 

为保证齐翔腾达的独立运作，在本公司受让淄博齐翔石油化工集团有限公司 80%

的股权的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完成后，齐翔腾达将继续保持完整的采购、生产、销售

2016

年 11

长期

有效 

截止报告

期末，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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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张劲 体系，并拥有独立的知识产权。本公司及本公司关联方与齐翔腾达在人员、资产、

财务、业务及机构方面完全分开，齐翔腾达拥有独立面向相关行业市场的经营能力。

本公司及本公司关联方将按照《公司法》、《证券法》的相关规定，避免从事任何影

响齐翔腾达经营独立性的行为。 

月 11

日 

诺人严格

履行承诺

内容。 

首次公开发行或再融资时所作承

诺 

淄博齐翔石

油化工集团

有限公司、

车成聚 

同业竞争承

诺 

本人/本公司目前乃至将来不从事、亦促使本公司控制、与他人共同控制、具有重

大影响的企业不从事任何在商业上对发行人及／或发行人的子公司、分公司、合营

或联营公司构成或可能构成竞争或潜在竞争的业务或活动。 

2010

年 05

月 04

日 

长期

有效 

截止报告

期末，承

诺人严格

履行承诺

内容。 

淄博齐翔石

油化工集团

有限公司 

担保承诺 

公司控股股东淄博齐翔石油化工集团有限公司及其控制的其他企业不会以任何理

由违规占用齐翔腾达资金，也不会要求公司为控股股东及其控制的其他企业的借款

或其他债务提供担保。控股股东将按《公司章程》规定，在审议涉及要求公司为本

股东及本股东控制的其他企业提供担保的任何董事会、股东会上回避表决；在审议

涉及本股东及本股东控制的其他企业、个人违规占用公司资金的任何董事会、股东

会上投反对票，依法维护公司利益。今后控股股东将严格遵守中国证监会关于上市

公司法人治理的有关规定，维护公司的独立性，决不损害公司及其他中小股东利益。

本承诺具有法律效力，如有违反，控股股东除依法承担行政处罚和刑事责任外，还

将按照违规占用资金同期银行贷款利率的五倍向公司承担赔偿责任。 

2010

年 05

月 04

日 

长期

有效 

截止报告

期末，承

诺人严格

履行承诺

内容。 

车成聚 
股份锁定及

减持承诺 

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 36 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其已直接或间接持有

的公司股份，也不由发行人回购该部分股份。除前述锁定期外，在任职期间每年转

让的股份不超过所持有公司股份总数的 25%；离职后半年内，不转让所持有的公司

股份。 

2010

年 05

月 04

日 

长期

有效 

截止报告

期末，承

诺人严格

履行承诺

内容。 

淄博齐翔石

油化工集团

有限公司、

张劲 

关联交易 

为减少并规范本公司/本人及本公司/本人投资的其他企业未来可能与齐翔腾达及下

属子公司之间发生的关联交易，确保齐翔腾达全体股东利益不受损害， 在作为齐

翔腾达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期间，本公司/本人承诺如下事项，并承担相应的法

律责任：一、不利用自身对齐翔腾达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地位及重大影响，谋

求齐翔腾达及下属子公司在业务合作等方面给予本公司/本人及本公司/本人投资的

其他企业优于市场第三方的权利。二、不利用自身对齐翔腾达的控股股东/实际控

2018

年 12

月 10

日 

自签

署承

诺之

日起 

截止报告

期末，承

诺人严格

履行承诺

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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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人地位及重大影响，谋求与齐翔腾达及下属子公司达成交易的优先权利。三、杜

绝本公司/本人及本公司/本人所投资的其他企业非法占用齐翔腾达及下属子公司资

金、资产的行为，在任何情况下，不要求齐翔腾达及下属子公司违规向本公司/本

人及本公司/本人所投资的其他企业提供任何形式的担保。四、本公司/本人及本公

司/本人所投资的其他企业不与齐翔腾达及下属子公司发生不必要的关联交易，如

确需与齐翔腾达及下属子公司发生不可避免的关联交易，保证：（一）督促齐翔腾

达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等有关法律、法规、

规范性文件和齐翔腾达章程的规定，履行关联交易的决策程序，本公司/本人并将

严格按照该等规定履行关联股东的回避表决义务。（二）遵循平等互利、诚实信用、

等价有偿、公平合理的交易原则，以市场公允价格与齐翔腾达及下属子公司进行交

易，不利用该等交易从事任何损害齐翔腾达及下属子公司利益的行为。（三）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等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

文件和齐翔腾达章程的规定，督促齐翔腾达依法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和办理有关报批

程序。”公司已制定了关联交易的相关制度，以确保按照公平公允原则确定关联交

易价格，不通过关联交易损害上市公司及中小股东的利益；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

制人已出具规范关联交易的承诺函，该等承诺函的内容不存在违反法律法规强制性

规定的情形。 

淄博齐翔石

油化工集团

有限公司、

张劲 

同业竞争 

为杜绝出现同业竞争等损害齐翔腾达的利益及其中小股东的权益的情形，作为齐翔

腾达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本企业/本人出具本承诺函，并对此承担相应的法律

责任。（1）在本企业/本人作为齐翔腾达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期间，本企业/本人

不在任何地域以任何形式，从事法律、法规和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规章所规定

的可能与齐翔腾达及下属子公司构成同业竞争的活动。（2）本企业/本人从第三方

获得的商业机会如果属于齐翔腾达及下属子公司主营业务范围之内的，本企业/本

人将及时告知齐翔腾达，并尽可能地协助齐翔腾达或下属子公司取得该商业机会。

（3）本企业/本人不以任何方式从事任何可能影响齐翔腾达及下属子公司经营和发

展的业务或活动，包括：①利用现有的社会资源和客户资源阻碍或者限制齐翔腾达

及下属子公司的独立发展；②在社会上散布不利于齐翔腾达及下属子公司的消息；

③利用对齐翔腾达的控股或者控制地位施加不良影响，造成齐翔腾达及下属子公司

高级管理人员、研发人员、技术人员等核心人员的异常变动；④从齐翔腾达及下属

2019

年 03

月 18

日 

自签

署承

诺之

日起 

截止报告

期末，承

诺人严格

履行承诺

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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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公司招聘专业技术人员、销售人员、高级管理人员；⑤捏造、散布不利于齐翔腾

达及下属子公司的消息，损害齐翔腾达及下属子公司的商誉。（4）本企业/本人将

督促本企业/本人投资的其他企业，同受本承诺函的约束。” 

淄博齐翔石

油化工集团

有限公司、

张劲 

填补回报措

施 

为确保公司填补回报措施能够得到切实履行，公司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作出如

下承诺：本公司/本人不越权干预公司经营管理活动，不侵占公司利益。若违反上

述承诺给公司或者投资者造成损失的， 本公司/本人将依法承担相应责任。 

2019

年 06

月 07

日 

自签

署承

诺之

日起 

截止报告

期末，承

诺人严格

履行承诺

内容。 

公司的董

事、高级管

理人员 

填补回报措

施 

为确保公司填补回报措施能够得到切实履行，公司全体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作如下

承诺： 1、承诺不无偿或以不公平条件向其他单位或者个人输送利益，也不采用其

他方式损害公司利益。2、承诺对本人的职务消费行为进行约束。3、承诺不动用公

司资产从事与本人所履行职责无关的投资、消费活动。4、承诺由董事会或薪酬与

考核委员会制定的薪酬制度与公司填补回报措施的执行情况相挂钩。??5、若公司

未来实施新的股权激励计划，承诺拟公布的股权激励方案的行权条件将与公司填补

回报措施的执行情况相挂钩。6、本承诺出具日后至公司本次公开发行可转债实施

完毕前，若中国证监会作出关于填补回报措施及其承诺的其他新的监管规定的，且

上述承诺不能满足中国证监会该等规定时，承诺届时将按照中国证监会的最新规定

出具补充承诺。若违反上述承诺给公司或者投资者造成损失的，本人将依法承担相

应责任。 

2019

年 06

月 07

日 

自签

署承

诺之

日起 

截止报告

期末，承

诺人严格

履行承诺

内容。 

淄博齐翔石

油化工集团

有限公司 

维护中小股

东利益 

若因发行人的房屋、土地存在产权瑕疵等原因而导致发行人受到行政处罚，被责令

拆除或其他不利影响，齐翔集团将全额补偿发行人因行政处罚、拆除建筑物等情形

对发行人造成的损失，保证发行人不会因此遭受任何损失。 

2019

年 11

月 18

日 

自签

署承

诺之

日起 

截止报告

期末，承

诺人严格

履行承诺

内容。 

雪松实业集

团有限公

司、张劲 

同业竞争 

1、截至本补充承诺函签署之日， 本公司及本公司关联方/本人及本人控制的企业

未从事且未来不会以任何形式（包括但不限于投资、联营、咨询、提供服务等形式）

在全球任何区域直接或间接从事与齐翔腾达及其下属公司所从事的化工供应链业

务构成竞争或可能构成竞争的业务。 本公司及本公司关联方/本人及本人控制的除

齐翔腾达及其子公司以外涉及供应链业务的企业从事非化工品供应链业务，其业务

2020

年 05

月 14

日 

自签

署承

诺之

日起 

截止报告

期末，承

诺人严格

履行承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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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围与齐翔腾达及其子公司所从事的化工供应链业务范围存在显著差异，不存在通

过同业竞争损害发行人利益的情形。2、本公司及本公司关联方/本人及本人控制的

企业定期会对供应链业务进行检视，若发现与化工供应链构成同业竞争或潜在同业

竞争的业务，则立刻停止相关业务，并将相关业务划归齐翔腾达或其下属公司； 未

来如有任何机会取得任何与化工供应链业务相关的资产、股权、业务，或其他可能

损害发行人利益或与齐翔腾达及其下属公司构成竞争或可能构成竞争的商业机会， 

则无条件让与齐翔腾达或其下属公司。 且无论齐翔腾达是否提出要求， 本公司及

本公司关联方/本人及本人控制的企业均不会以任何方式取得或尝试取得该等资

产、股权或商业机会。3、本承诺在本公司作为齐翔腾达间接控股股东期间/在本人

作为齐翔腾达实际控制人期间持续有效；本公司及本公司关联方/本人及本人控制

的企业将忠实履行上述承诺，若不履行本承诺所赋予的义务和责任，本公司及本公

司关联方/本人将依照相关法律法规、部门规章及规范性文件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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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适用 

四、金融资产投资 

1、证券投资情况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证券投资。 

2、衍生品投资情况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衍生品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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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进展情况 

项目名称 投资方

式 

是否为固

定资产投

资 

投资项目涉

及行业 

本报告期投入金

额（万元） 

截至报告期末累计

实际投入金额（万

元） 

资金来源 项目进度 预计收

益 

截止报告期末

累计实现的收

益 

未达到计划进

度和预计收益

的原因 

披露日期（如

有） 

披露索引（如

有） 

70万吨/年丙烷脱

氢制丙烯（PDH） 

自建 是 化工制造 8,175.22 105,856.30 募集资金 35.68% 0.00 0.00 尚未建成 2019年06月

10日 

2019-051 

合计 -- -- -- 8,175.22 105,856.30 -- -- 0.00 0.00 -- -- -- 

截至2021年3月31日，本公司募集资金累计投入105,856.30万元，暂时补充流动资金募集资金80,000.00万元，现金管理支出累计80,000.00万元，取得现金管理收益累计1,190.54

万元、募集资金利息净额（扣除手续费后）294.10万元，专户存储余额为32,282.67万元。 

六、委托理财 

                                     单位：万元 

具体类型 委托理财的资金来源 委托理财发生额 未到期余额 逾期未收回的金额 

银行理财产品 自有资金 160,752.76 86,942.78 0 

合计 160,752.76 86,942.78 0 

七、违规对外担保情况 

公司报告期无违规对外担保情况。 

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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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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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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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报告期内接待调研、沟通、采访等活动登记表 

公司报告期内未发生接待调研、沟通、采访等活动。 

 

 

 

 

淄博齐翔腾达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 4 月 3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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