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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506                                             证券简称：香梨股份 

 

新疆库尔勒香梨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第三季度报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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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公司负责人、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保证季度报告

中财务信息的真实、准确、完整。 

第三季度财务报表是否经审计 

□是√否  

 

一、 主要财务数据 

(一)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本报告期 

本报告期比

上年同期增

减变动幅度

(%) 

年初至报告期末 

年初至报

告期末比

上年同期

增减变动

幅度(%) 

营业收入 435,231,069.44 1,545.17 1,635,834,691.80 1,347.4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利润 
-49,415,317.02 不适用 -89,617,098.77 不适用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的净利润 

-50,593,922.25 不适用 -93,422,768.02 不适用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净额 
不适用 不适用 28,615,393.92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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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每股收益（元/

股） 
-0.335 不适用 -0.607 不适用 

稀释每股收益（元/

股） 
-0.335 不适用 -0.607 不适用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

率（%） 
-27.81 不适用 -45.31 不适用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

末比上年

度末增减

变动幅度

(%) 

总资产 2,480,192,000.31 3,613,925,551.80 -31.3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所有者权益 
152,969,690.09 242,586,788.86 -36.94 

注:“本报告期”指本季度初至本季度末 3个月期间，下同。 

(二)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本报告期金额 
年初至报告  

期末金额 
说明 

非流动性资产处置损益 -578,890.26 -594,787.13 
主要系固定资产处置净

损失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但与公

司正常经营业务密切相关，符合国

家政策规定、按照一定标准定额或

定量持续享受的政府补助除外 

1,476,299.05 2,371,708.31 

主要系收政府补贴和税

费减免、个税手续费返

还等 

计入当期损益的对非金融企业收取

的资金占用费 
278,777.73 827,242.60 

主要系本期应收债权款

项的利息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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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2,433.37 778,871.30 
主要系子公司投资理财

产品取得的利息 

单独进行减值测试的应收款项、合

同资产减值准备转回 
- 987,591.73 

主要系单独进行减值测

试的应收账款坏账准备

转回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

和支出 
211,145.13 446,626.33 

主要系收取客户、供应

商经济赔偿，长期挂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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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收款清理，支付罚款

等净额 

减：所得税影响额 391,159.79 1,011,583.89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 -  

合计 1,178,605.23 3,805,669.25  

 

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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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的情况说明 

□适用 √不适用  

(三)主要会计数据、财务指标发生变动的情况、原因 

√适用 □不适用  

项目名称 变动比例（%） 主要原因 

营业收入_本报告期 1,545.17 
主要系本期公司财务报表合并范围较上

年同期增加了统一石化及其子公司所致 

营业收入_年初至报告期末 1,347.45 
主要系本期公司财务报表合并范围较上

年同期增加了统一石化及其子公司所致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_本

报告期 
不适用 

主要系本期公司财务报表合并范围较上

年同期增加了统一石化及其子公司所致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_年

初至报告期末 
不适用 

主要系本期公司财务报表合并范围较上

年同期增加了统一石化及其子公司所致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_本报告期 
不适用 

主要系本期公司财务报表合并范围较上

年同期增加了统一石化及其子公司所致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_年初至报告期

末 

不适用 

主要系本期公司财务报表合并范围较上

年同期增加了统一石化及其子公司所致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_年

初至报告期末 
不适用 

主要系本期公司财务报表合并范围较上

年同期增加了统一石化及其子公司所致 

基本每股收益_本报告期 不适用 
主要系本期公司财务报表合并范围较上

年同期增加了统一石化及其子公司所致 

基本每股收益_年初至报告期末 不适用 
主要系本期公司财务报表合并范围较上

年同期增加了统一石化及其子公司所致 

稀释每股收益_本报告期 不适用 
主要系本期公司财务报表合并范围较上

年同期增加了统一石化及其子公司所致 

稀释每股收益_年初至报告期末 不适用 
主要系本期公司财务报表合并范围较上

年同期增加了统一石化及其子公司所致 

总资产_年初至报告期末 -31.37 
主要系本期将公司支付收购统一石化相

关第一笔股权转让款 11.6亿元所致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

益_年初至报告期末 
-36.94 

主要系公司收购统一石化相关并购贷款

及股东借款在本期产生利息费用，以及收

购统一石化相关资产评估增值在本期实

现部分金额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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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股东信息 

(一)普通股股东总数和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数量及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

数 
12,8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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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持股数量 

持股

比例

(%) 

持有有

限售条

件股份

数量 

质押、标记或

冻结情况 

股份

状态 
数量 

新疆融盛投资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35,278,015 23.88 0 无 0 

吴乃奇 境内自然人 7,349,548 4.98 0 无 0 

石晓妍 境内自然人 3,177,348 2.15 0 无 0 

张玉明 境内自然人 2,180,000 1.48 0 无 0 

曹守玲 境内自然人 1,670,400 1.13 0 无 0 

张敬红 境内自然人 1,559,500 1.06 0 无 0 

崔云侠 境内自然人 1,310,000 0.89 0 无 0 

杨惠琴 境内自然人 1,108,200 0.75 0 无 0 

李宝卿 境内自然人 1,059,001 0.72 0 无 0 

丁忠彪 境内自然人 821,100 0.56 0 无 0 

前 10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数量 
股份种类及数量 

股份种类 数量 

新疆融盛投资有限公司 35,278,015 人民币普通股 35,278,015 

吴乃奇 7,349,548 人民币普通股 7,349,548 

石晓妍 3,177,348 人民币普通股 3,177,348 

张玉明 2,180,000 人民币普通股 2,180,000 

曹守玲 1,670,400 人民币普通股 1,670,400 

张敬红 1,559,500 人民币普通股 1,559,500 

崔云侠 1,310,000 人民币普通股 1,310,000 

杨惠琴 1,108,200 人民币普通股 1,108,200 

李宝卿 1,059,001 人民币普通股 1,059,001 

丁忠彪 821,100 人民币普通股 821,1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

行动的说明 

新疆融盛投资有限公司为公司控股股东；未知上述其他股东之间

有无关联关系，也未知其是否属于《上市公司股东持股变动信息

披露管理办法》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前 10名股东及前 10名无限

售股东参与融资融券及转

融通业务情况说明（如有）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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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其他提醒事项 

需提醒投资者关注的关于公司报告期经营情况的其他重要信息 

√适用 □不适用  

     （一）2022年前三季度，公司合并净利润较去年同期有所下降，主要原因为： 

1、公司及其子公司上海西力科因收购统一石化相关并购贷款及股东借款产生利息费用

5,875.88万元。 

2、公司收购统一石化相关资产评估增值在本期实现约 1,313.02万元，并因此相应调减

960.64万元合并净利润。 

3、受多种外部因素影响，子公司统一石化本期合并净利润相较去年同期有所下降。具体如

下： 

（1）受俄乌战争局势影响，2022年一季度以来国际原油价格大幅上涨，基础油、添加剂

等原材料及包装材料价格亦随之持续上涨，截至目前仍居高不下，导致统一石化生产成本大幅

增加； 

（2）受新冠疫情影响，2022年以来统一石化的原材料物流、包装材料物流以及产品销售

物流均受到一定阻碍，导致统一石化无法按照预期正常开工生产和发货销售； 

（3）受到各地疫情封控影响，公司的销售人员流动受限，对统一石化销售推广活动的开展、

新客户的开拓造成不利影响。 

为了应对上述不可抗力因素，减少疫情影响，统一石化积极配合各地防疫政策，并采取多

项积极措施： 

1、公司充分发挥科研与技术优势，为公司产品注入减碳科技，以创新的低碳科技和产品领

跑碳中和时代，成长为中国工业和交通低碳润滑先行者。为了满足客户减碳需求，公司亦加大

低碳产品推广。 

2、除全力保持公司在乘用车润滑油、工程器械用油、工业用油等传统优势领域的市场份额

外，公司开发新能源车产品线并获得市场认可，实现可供纯电或混合动力乘用车使用的热交换

液及润滑油产品的对外销售。 

3、公司积极调整产品结构，并根据市场波动适当调高产品价格。 

4、公司增加销售人员渗透率，提升与关键客户沟通频次，提高客户活跃率，采用更为多样

的推广模式，保持公司销售规模。同时，积极开发优质新客户。 

（二）截至本报告披露日，公司积极推进非公开发行股票相关事项。 



2022 年第三季度报告 

6 / 10 

 

经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2022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于延长非

公开发行 A股股票股东大会决议有效期的议案》、《关于提请股东大会延长授权董事会全权办

理 2021年度非公开发行股股票相关事宜有效期的议案》，公司 2021年度非公开发行 A股股票

股东大会决议有效期及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2021年度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相关事宜的有效期自

届满之日起延长 12个月，即延长至 2023年 5月 6日。除延长非公开发行股票项目股东大会决

议有效期及授权董事会有效期外，2021年度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其他事项均未发生变化。 

2022年 6月 21日，公司收到中国证监会出具的《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项目审查二次反馈

意见通知书》（211879号）。2022年 7月 27日，公司组织中介机构对上述反馈意见进行回复。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2年 7月 27日在上海证券报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http:// 

www.sse.com.cn披露的《关于<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项目审查二次反馈意见通知书>之反馈意见

回复的公告》(公告编号：临 2022-38号)。 

截至本报告披露日，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事宜尚在审核中。 

 

四、 季度财务报表 

(一)审计意见类型 

□适用√不适用  

(二)财务报表 

合并资产负债表 

2022年 9月 30日 

编制单位:新疆库尔勒香梨股份有限公司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审计类型：未经审计 

项目 2022年 9月 30日 2021 年 12月 31日 

流动资产： 

货币资金 263,661,403.13 1,430,339,059.63 

交易性金融资产 17,000,000.00 0.00 

应收票据 41,942,664.11 64,105,351.89 

应收账款 320,821,126.36 190,830,294.48 

应收款项融资 21,530,504.05 26,157,920.58 

预付款项 12,094,260.41 10,820,480.04 

其他应收款 27,029,452.49 26,349,249.64 

其中：应收利息 3,968,797.91 3,689,487.04 

存货 285,204,522.20 326,391,285.64 

其他流动资产 11,601,251.68 18,098,774.84 

流动资产合计 1,000,885,184.43 2,093,092,416.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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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流动资产： 

投资性房地产 34,177,584.35 26,795,199.33 

固定资产 327,940,234.53 355,711,421.31 

在建工程 7,347,525.13 3,979,775.14 

生产性生物资产 44,409,552.28 46,992,636.28 

使用权资产 37,827,446.90 43,711,730.84 

无形资产 268,842,699.74 282,482,749.29 

商誉 739,894,459.86 739,894,459.86 

递延所得税资产 18,867,313.09 19,749,163.01 

其他非流动资产 0.00 1,516,000.00 

非流动资产合计 1,479,306,815.88 1,520,833,135.06 

资产总计 2,480,192,000.31 3,613,925,551.80 

流动负债： 

短期借款 150,139,875.00 160,112,581.96 

应付票据 80,000,000.00 0.00 

应付账款 193,374,919.87 171,530,383.88 

预收款项 326,426.56 88,628.76 

合同负债 19,092,690.17 15,326,256.94 

应付职工薪酬 47,100,086.60 45,180,378.13 

应交税费 19,667,658.71 5,966,001.42 

其他应付款 264,954,437.60 1,524,032,321.40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 88,281,592.95 62,035,674.97 

其他流动负债 20,970,711.47 5,108,772.92 

流动负债合计 883,908,398.93 1,989,381,000.38 

非流动负债： 

长期借款 684,549,356.21 646,000,000.00 

租赁负债 33,241,392.30 40,256,736.42 

长期应付款 648,000,000.00 612,000,000.00 

长期应付职工薪酬 30,596.33 30,596.33 

递延收益 10,818,000.00 10,818,000.00 

递延所得税负债 66,674,566.45 72,852,429.81 

非流动负债合计 1,443,313,911.29 1,381,957,762.56 

负债合计 2,327,222,310.22 3,371,338,762.94 

所有者权益（或股东权益）： 

实收资本（或股本） 147,706,873.00 147,706,873.00 

资本公积 223,982,201.21 223,982,201.21 

盈余公积 34,192,504.86 34,192,504.86 

未分配利润 -252,911,888.98 -163,294,790.21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或股东权益）合计 152,969,690.09 242,586,788.86 

所有者权益（或股东权益）合计 152,969,690.09 242,586,788.86 

负债和所有者权益（或股东权益）总计 2,480,192,000.31 3,613,925,551.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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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负责人：周恩鸿    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岳鹏        会计机构负责人：陈爽 

合并利润表 

2022年 1—9月 

编制单位：新疆库尔勒香梨股份有限公司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审计类型：未经审计 

项目 2022年前三季度（1-9月） 2021年前三季度（1-9月） 

一、营业总收入 1,635,834,691.80 113,014,783.08 

其中：营业收入 1,635,834,691.80 113,014,783.08 

二、营业总成本 1,729,766,356.49 118,621,276.07 

其中：营业成本 1,372,514,123.48 109,953,544.77 

税金及附加 27,039,243.40 427,349.57 

销售费用 152,236,913.77 1,850,288.62 

管理费用 92,571,816.40 7,633,281.31 

研发费用 15,411,160.32 0.00 

财务费用 69,993,099.12 -1,243,188.20 

其中：利息费用 72,096,020.37 0.00 

利息收入 2,525,551.36 1,260,994.21 

加：其他收益 2,467,892.97 1,170.93 

投资收益（损失以“－”号填

列） 
778,871.30 0.00 

信用减值损失（损失以“－”

号填列） 
-65,993.97 -1,689,502.92 

资产减值损失（损失以“－”

号填列） 
-4,989,026.69 0.00 

资产处置收益（损失以“－”

号填列） 
-594,787.13 0.00 

三、营业利润（亏损以“－”号填列） -96,334,708.21 -7,294,824.98 

加：营业外收入 1,934,694.22 69,388.96 

减：营业外支出 133,667.89 - 

四、利润总额（亏损总额以“－”号

填列） 
-94,533,681.88 -7,225,436.02 

减：所得税费用 -4,916,583.11 -22,248.11 

五、净利润（净亏损以“－”号填列） -89,617,098.77 -7,203,187.91 

（一）按经营持续性分类 

1.持续经营净利润（净亏损以

“－”号填列） 
-89,617,098.77 -7,203,187.91 

（二）按所有权归属分类 

1.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净亏损以“-”号填列） 
-89,617,098.77 -7,203,187.91 

2.少数股东损益（净亏损以

“-”号填列） 
- - 

七、综合收益总额 -89,617,098.77 -7,203,187.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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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综合

收益总额 
-89,617,098.77 -7,203,187.91 

（二）归属于少数股东的综合收益

总额 
- - 

八、每股收益： 

（一）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607 -0.049 

（二）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607 -0.049 

 

司负责人：周恩鸿    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岳鹏        会计机构负责人：陈爽 

 

合并现金流量表 

2022年 1—9月 

编制单位：新疆库尔勒香梨股份有限公司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审计类型：未经审计 

项目 2022 年前三季度 

（1-9月） 

2021 年前三季度 

（1-9月） 

一、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销售商品、提供劳务收到的现金 1,714,891,913.19 91,961,616.39 

收到的税费返还 15,522,208.88 0.00 

收到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86,937,796.09 1,414,722.10 

经营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1,817,351,918.16 93,376,338.49 

购买商品、接受劳务支付的现金 1,362,677,248.58 161,708,167.06 

支付给职工及为职工支付的现金 166,346,751.15 4,924,815.18 

支付的各项税费 65,809,627.87 528,347.79 

支付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193,902,896.64 7,913,798.93 

经营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1,788,736,524.24 175,075,128.96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8,615,393.92 -81,698,790.47 

二、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收回投资收到的现金 154,138,911.12 0.00 

取得投资收益收到的现金 696,960.18 0.00 

处置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

产收回的现金净额 
52,904.39 0.00 

投资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154,888,775.69 0.00 

购建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

产支付的现金 
2,723,383.59 2,285,461.04 

投资支付的现金 261,000,000.00 0.00 

投资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263,723,383.59 2,285,461.04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08,834,607.90 -2,285,461.04 

三、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取得借款收到的现金 267,858,777.77 0.00 

筹资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267,858,777.77 0.00 

偿还债务支付的现金 160,743,919.89 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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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配股利、利润或偿付利息支付的现金 33,362,690.81 0.00 

支付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175,000.00 0.00 

筹资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194,281,610.70 0.00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73,577,167.07 0.00 

四、汇率变动对现金及现金等价物的影响 -35,609.59 0.00 

五、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 -6,677,656.50 -83,984,251.51 

加：期初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余额 270,339,059.63 88,817,665.19 

六、期末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余额 263,661,403.13 4,833,413.68 

 

公司负责人：周恩鸿    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岳鹏        会计机构负责人：陈爽 

 

2022年起首次执行新会计准则或准则解释等涉及调整首次执行当年年初的财务报表 

□适用 √不适用  

 

特此公告。 

 

 

 

新疆库尔勒香梨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 10月 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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