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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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负责人柯俊财、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陈松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李年保证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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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93,789,525.28 3,365,659,820.39 3.8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资产

1,278,097,149.96 1,229,951,700.66 3.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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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4,515,902.37 179,347,182.38 -2.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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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36,418,656.25 734,025,421.18 0.3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

48,145,449.30 25,210,707.68 90.9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

44,489,889.40 22,296,230.00 99.54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

益率（%）

3.84 2.18 增加1.66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

股）

0.10 0.05 100.00

稀释每股收益（元/

股）

0.10 0.05 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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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 769,722.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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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76,288.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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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86,137.00

其他符合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的损益项目 8,617.53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563,501.74

所得税影响额 -421,704.36

合计 3,655,559.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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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0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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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嘉士伯啤酒厂香港有限公

司

205,882,718 42.54 0 无 0 境外法人

CARLSBERG�

CHONGQING�LIMITED

84,500,000 17.46 0 无 0 境外法人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

任公司

11,461,700 2.37 0 未知 0 国有法人

UBS���AG 8,502,970 1.76 0 未知 0 境外法人

高华－汇丰－GOLDMAN,�

SACHS�&�CO.

6,741,273 1.39 0 未知 0 其他

瑞士信贷(香港)有限公司 4,111,871 0.85 0 未知 0 境外法人

华润深国投信托有限公

司－锐进3期博道目标缓冲

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3,552,935 0.73 0 未知 0 其他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企业年金计划－中国工

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3,524,240 0.73 0 未知 0 其他

MERRILL�LYNCH�

INTERNATIONAL

3,454,091 0.71 0 未知 0 境外法人

BILL�&�MELINDA�

GATES�FOUNDATION�

TRUST

3,085,641 0.64 0 未知 0 境外法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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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嘉士伯啤酒厂香港有限公司 205,882,718 人民币普通股 205,882,718

CARLSBERG�CHONGQING�LIMITED 84,5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84,500,000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11,461,700 人民币普通股 11,461,700

UBS���AG 8,502,970 人民币普通股 8,502,970

高华－汇丰－GOLDMAN,�SACHS�&�CO. 6,741,273 人民币普通股 6,741,273

瑞士信贷(香港)有限公司 4,111,871 人民币普通股 4,111,871

华润深国投信托有限公司－锐进3期博道目标

缓冲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3,552,935 人民币普通股 3,552,935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企业年金计划－中

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3,524,240 人民币普通股 3,524,240

MERRILL�LYNCH�INTERNATIONAL 3,454,091 人民币普通股 3,454,091

BILL�&�MELINDA�GATES�FOUNDATION�

TRUST

3,085,641 人民币普通股 3,085,641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中，嘉士伯重庆有限公司和嘉士伯啤酒厂

香港有限公司同属嘉士伯啤酒厂控制。 未知其他股东间是否存

在关联关系，也未知其他股东是否属于《上市公司股东持股变动

信息披露管理办法》中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的说明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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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公司报告期内经营情况简述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啤酒销量为20.72万千升，比上年同期21.97万千升下降了6％；实现营业收入7.36

亿元，比上年同期7.34亿元增加0.33％；实现归属于公司股东的净利润4,814.54万元，比上年同期2,

521.07万元增加了90.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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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项目 2017.3.31 2016.12.31 差异变动金额

差异变动幅

度（%）

原因

货币资

金

179,509,039.01 267,844,204.44 -88,335,165.43 -32.98

本期销售较上年第四

季度增加，资金回笼较

多，现金流增加，同时

公司购买大额结构性

存款，综合导致本期末

货币资金余额减少。

以公允

价值计

量且其

变动计

入当期

损益的

金融资

产

300,258,767.13 100,235,260.27 200,023,506.86 199.55

系购买结构性存款增

加所致。

应收账

款

69,252,903.11 51,244,805.19 18,008,097.92 35.14

本期应收账款增加主

要原因是本期销售较

上年第四季度增加所

致。

在建工

程

212,693,360.13 151,559,491.90 61,133,868.23 40.34

本期在建工程增加主

要原因是本期宜宾新

工厂投入持续增加所

致。

预收款

项

46,112,670.35 87,185,995.98 -41,073,325.63 -47.11

本期预收账款减少主

要原因是预收酒款减

少所致。

应交税

费

46,299,930.77 25,882,348.20 20,417,582.57 78.89

本期应交税费增加主

要原因是本年第一季

度公司企业所得税以

及期末应交增值税、应

交消费税增加所致。

投资活

动产生

的现金

流量净

额

-268,149,224.90 21,197,483.12 -289,346,708.02 -1,365.01

投资活动现金流量净

支出增加主要原因是

本期通过巴黎银行购

买结构性存款净支出

以及本期购建长期资

产所支付的现金相比

去年同期增加所致。

筹资活

动产生

的现金

流量净

额

5,298,157.10 -94,291,631.35 99,589,788.45 105.62

筹资活动现金流增加

主要原因是本期巴黎

银行资金池借款净支

出以及偿还利息支出

相比上年同期减少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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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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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庆啤酒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柯俊财

日期 2017年4月27日

证券代码：

600132

证券简称：重庆啤酒 公告编号：临

2017-030

号

重庆啤酒股份有限公司

第八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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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庆啤酒股份有限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于2017年4月27日（星期四）上午9点30分以通

讯方式召开，会议通知于2017年4月17日以书面通知方式发出。 应参与表决董事8名，实际参与表决董事8

名。会议由董事长柯俊财先生主持。公司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

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召开合法有效。 经参与表决董事审议，以书面表决方式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了《公司2017年第一季度报告及报告摘要》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同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公司2017年第一季

度报告》。

表决结果：赞成8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注销重庆重啤真正超市有限责任公司的议案》

1、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重庆重啤真正超市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真正超市” ）

住所：重庆市九龙坡区石坪桥马王乡龙泉村龙泉佳苑单工宿舍楼1楼

注册资本： 100万元

法定代表人：陈太夫

经营范围：预包装食品批发兼零售；卷烟、雪茄烟零售；普通货运。

本公司持有真正超市100%的股权。

2、注销的主要原因

由于真正超市的运营成本较高， 导致其连续多年亏损。 2016年真正超市实现营业收入1,386,

839.35元，实现净利润-733,158.28元，净资产为-1,695,217.15元（以上数据已经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

殊普通合伙）审计）。 鉴于真正超市的财务状况日益恶化，同时从公司专注啤酒主业的战略方向考虑，公

司拟注销真正超市。

3、注销真正超市对公司当年度的财务影响

注销真正超市预计将对公司2017年产生约60万的费用节省。

表决结果：赞成8票，反对0票，弃权0票。

特此公告。

重庆啤酒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7年4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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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负责人余枫、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堵娟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

人员）朱剑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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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570,520,023.77 19,825,715,190.36 3.7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资产

6,938,101,890.33 6,858,575,531.15 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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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48,416,999.79 270,805,890.97 102.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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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87,906,625.62 2,444,652,684.48 -14.5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

71,013,772.99 55,651,414.22 27.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

70,720,090.76 56,148,720.87 25.95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

益率（%）

1.0294 0.8456 增加0.1838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

股）

0.1205 0.0944 27.65

稀释每股收益（元/

股）

0.1205 0.0944 27.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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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 -35,457.71

越权审批，或无正式批准文件，或偶发性的

税收返还、减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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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7,500.00

计入当期损益的对非金融企业收取的资

金占用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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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货币性资产交换损益

委托他人投资或管理资产的损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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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债务重组损益

企业重组费用，如安置职工的支出、整合费

用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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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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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公司正常经营业务无关的或有事项产

生的损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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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独进行减值测试的应收款项减值准备

转回

对外委托贷款取得的损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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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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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受托经营取得的托管费收入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

出

19,978.81

其他符合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的损益项目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所得税影响额 -98,338.87

合计 293,682.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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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373

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

称（全

称）

期末持股

比例(%)

持有有

限售条

件股份

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东性

质

数量 股份状态 数量

哈尔滨航空工业

（集团）有限公司

166,270,802 28.21 0 无

国有法

人

中航直升机有限

责任公司

110,726,172 18.78 0 无

国有法

人

哈尔滨飞机工业

集团有限责任公

司

48,070,786 8.15 0 无

国有法

人

中国航空科技工

业股份有限公司

38,029,758 6.45 0 无

国有法

人

中国建设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鹏

华中证国防指数

分级证券投资基

金

10,254,537 1.74 0 无 未知

中国建设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富

国中证军工指数

分级证券投资基

金

6,086,076 1.03 0 无 未知

中国建设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易

方达国防军工混

合型证券投资基

金

4,400,108 0.75 0 无 未知

全国社保基金一

零三组合

4,199,860 0.71 0 无 未知

中国农业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中

邮核心成长混合

型证券投资基金

3,999,544 0.68 0 无 未知

招商证券股份有

限公司－前海开

源中航军工指数

分级证券投资基

金

3,682,084 0.62 0 无 未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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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尔滨航空工业（集团）

有限公司

166,270,802 人民币普通股 166,270,802

中航直升机有限责任公

司

110,726,172 人民币普通股 110,726,172

哈尔滨飞机工业集团有

限责任公司

48,070,786 人民币普通股 48,070,786

中国航空科技工业股份

有限公司

38,029,758 人民币普通股 38,029,758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鹏华中证国防指

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

10,254,537 人民币普通股 10,254,537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富国中证军工指

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

6,086,076 人民币普通股 6,086,076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易方达国防军工

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4,400,108 人民币普通股 4,400,108

全国社保基金一零三组

合

4,199,860 人民币普通股 4,199,860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中邮核心成长混

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3,999,544 人民币普通股 3,999,544

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

司－前海开源中航军工

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

3,682,084 人民币普通股 3,682,084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

致行动的说明

中国航空科技工业股份有限公司为哈尔滨航空工业（集团）有限公司之控股股东，中航直升

机有限责任公司为哈尔滨飞机工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之控股股东，中航直升机有限责任公司

及哈尔滨飞机工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与中国航空科技工业股份有限公司为一致行动人。

中航科工通过资产管理计划购买的622,800股本公司股票，详见2015年7月15日公告（编号：

临2015-026）。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

东及持股数量的说明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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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末数较期初数减少46.54%，主要是本期回款增加。

2.固定资产清理：期末数较期初数变动较大，主要是本期固定资产报废增加。

3.应交税费：期末数较期初数减少65.53%，主要是本期已交税费增加。

4.其他应付款：期末数较期初数减少47.67%，主要是本期支付往来款增加。

5.税金及附加：本期数较上期数变动加大，主要是本期按照《增值税会计处理规定》

（财会〔2016〕22号）要求，将企业经营活动发生的房产税、土地使用税、车船使用税、印花

税等相关税费列入税金及附加，不再列入管理费用。

6.财务费用：本期数较上期数变动加大，主要是本期利息收入减少和汇兑收益减少。

7.资产减值损失：本期数较上期数变动加大，主要是本期回款增加，冲回已计提的坏账

准备增加。

8.投资收益：本期数较上期数变动加大，主要是本期联营企业哈尔滨安博威飞机工业有

限公司亏损。

9.营业外收支：本期数较上期数变动加大，主要是本期政府补助收入增加和资产处置影

响。

10.少数股东损益：本期数较上期数变动加大，主要是本期江西昌河阿古斯特直升机有

限公司盈利增加。

11.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本期数较上期数变动加大，主要是本期回款增加和

薪酬税费支付减少。

12.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本期数较上期数变动加大，主要是上期偿还的借款

和支付的票据保证金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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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 报告期内超期未履行完毕的承诺事项

□适用 √不适用

报告期内无新增承诺事项。 延续到报告期内与2013年重大资产重组相关的承诺正常

履行，详见公司于2014年2月18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披露的《关于公司及相关主体承

诺履行情况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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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航直升机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余 枫

日期 2017年4月27日

证券代码：

600038

证券简称：中直股份 临：

2017-012

中航直升机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

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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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别及连带责任。

中航直升机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17年4月27日在江西景德镇市昌飞宾

馆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本次会议应到董事八人，实到七人，分别是余枫、吕杰、

唐军、堵娟、张宪、鲍卉芳、吴坚，其中独立董事王玉杰委托独立董事鲍卉芳代为行使表决

权。 到会董事人数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中航直升机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规

定。 监事会主席胡晓峰、监事洪波、许培辉、郭念、张银生及公司部分部门负责人列席会议。

会议由董事长余枫主持。

会议议程如下：

1、审议《公司2017年第一季度报告》

2、审议《关于调整董事会专门委员会成员的议案》

经过董事会会议表决，通过了以下决议：

1、会议以8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通过了《公司2017年第一季度报告》；

2、会议以8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通过了《关于调整董事会专门委员会成员的议

案》。 由于公司董事会成员的调整，需对董事会专门委员会成员进行调整。 各专门委员会成

员名单如下：

(1)审计委员会 主任：王玉杰 成员：鲍卉芳、张宪

(2)提名委员会主任：吴坚 成员：王玉杰、鲍卉芳、余枫、吕杰

(3)薪酬与考核委员会主任：鲍卉芳 成员：王玉杰、堵娟

(4)战略委员会主任：余枫 成员：吴坚、吕杰、唐军

特此公告。

中航直升机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7年4月27日

证券代码：

600038

证券简称：中直股份 临：

2017-013

中航直升机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监事会第十五次会议

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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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别及连带责任。

中航直升机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六届监事会第十五次会议于2017年4月

27日在江西景德镇市昌飞宾馆会议室召开，本次会议应到监事5人，实到监事5人，分别是胡

晓峰、洪波、许培辉、郭念、张银生。 参加表决的监事人数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

《中航直升机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要求。

公司监事胡晓峰主持会议。

会议议程如下：

1、审议《公司2017年第一季度报告》

2、审议《公司选举监事会主席的议案》

经过监事会会议表决，通过了以下决议：

1、会议以5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通过了《2017年第一季度报告》。

2、会议以5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通过了《关于选举监事会主席的议案》，选举胡

晓峰先生为公司监事会主席，任期至本届监事会期满。

特此公告。

中航直升机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17年4月27日

附：简历

胡晓峰，男，58岁，研究员级高级经济师，毕业于南京航空学院，在清华大学获得硕士学

位。 历任陕飞集团董事长、总经理、党委副书记，汉航董事长、党委副书记、总经理；中国航空

工业第二集团公司飞机部部长；中国航空工业集团运输机公司筹备组副组长；中航工业飞

机公司总经理、分党组副书记；中航工业机电公司董事、董事长；中航重机董事长。 现任中国

航空工业集团公司副总经济师、监事会工作三办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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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负责人顾军、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丁淑英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

主管人员）郭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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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基本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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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7,811,226,394.23 66,665,225,214.86 1.7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资产

8,667,830,978.29 8,544,336,688.35 1.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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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24,220,501.42 -4,428,880,995.61 24.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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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008,226,145.34 7,632,384,662.43 4.9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

109,902,758.51 90,340,427.89 21.6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

93,680,832.78 64,864,892.78 44.42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

益率（%）

1.28 1.49 减少0.21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

股）

0.04 0.04

稀释每股收益（元/

股）

0.04 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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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 -8,223,371.74

越权审批，或无正式批准文件，或偶发性的

税收返还、减免

1,145,950.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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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160,124.28

计入当期损益的对非金融企业收取的资

金占用费

8,680,538.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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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货币性资产交换损益

委托他人投资或管理资产的损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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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债务重组损益

企业重组费用，如安置职工的支出、整合费

用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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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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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公司正常经营业务无关的或有事项产

生的损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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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独进行减值测试的应收款项减值准备

转回

对外委托贷款取得的损益 1,749,3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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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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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受托经营取得的托管费收入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

出

1,597,423.39

其他符合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的损益项目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1,665,880.72

所得税影响额 -5,222,159.22

合计 16,221,925.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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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8,1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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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核工业建设集团公司 1,621,620,000 61.78 1,621,620,000 无 国有法人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

公司

311,850,000 11.88 311,850,000 无 国有法人

航天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102,378,536 3.90 102,378,536 未知 国有法人

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转

持二户

43,676,464 1.66 43,676,464 未知 国有法人

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

司－分红－个人分红－

005L－FH002沪

20,524,186 0.78 0 未知 未知

中国国新控股有限责任公司 20,475,000 0.78 20,475,000 未知 国有法人

中国工商银行－中银持续增

长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3,880,360 0.15 0 未知 未知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

银新动力股票型证券投资基

金

3,168,232 0.12 0 未知 未知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中邮核心成长混合型证

券投资基金

3,099,961 0.12 0 未知 未知

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

司－万能－国寿瑞安

2,743,600 0.10 0 未知 未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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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分红－个人分红－

005L－FH002沪

20,524,186 人民币普通股 20,524,186

中国工商银行－中银持续增长混合型证券投资基

金

3,880,360 人民币普通股 3,880,360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银新动力股票型证券

投资基金

3,168,232 人民币普通股 3,168,232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邮核心成长混合

型证券投资基金

3,099,961 人民币普通股 3,099,961

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万能－国寿瑞安 2,743,600 人民币普通股 2,743,600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银宏观策略灵活配置

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2,737,109 人民币普通股 2,737,109

领航投资澳洲有限公司－领航新兴市场股指基金

（交易所）

2,430,882 人民币普通股 2,430,882

全国社保基金四一一组合 2,361,500 人民币普通股 2,361,500

赵冬萍 2,059,300 人民币普通股 2,059,300

中国证券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1,854,039 人民币普通股 1,854,039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公司第一大股东中国核建集团公司与上述其他股东不存在关

联关系，也不属于一致行动人。

除此之外公司未知上述股东之间存在任何关联关系或属

于一致行动人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的说明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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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资产负债表项目 期末余额 年初余额

变动幅度

（%）

说明

应收票据 785,623,374.39 1,123,033,439.08 -30.04 承兑汇票到期兑付所致

预付款项 3,265,824,069.41 2,310,654,181.98 41.34 预付下游劳务分包款及材料增加

应收利息 1,744,944.44 -100.00 应收利息收回所致

应付利息 92,033.68 6,536,475.90 -98.59 应付利息支付所致

其他流动负债 139,625,596.65 479,302,394.33 -70.87 本期偿还短期融资券所致

长期借款 4,686,635,300.00 3,112,250,000.00 50.59 优化融资结构及增加长期融资款

预计负债 10,131,810.56 -100.00 未决诉讼本期结案所致

利润表项目 本期 上期

变动幅度

（%）

说明

△利息支出 1,500,199.65 2,283,896.27 -34.31 财务公司利息支出减少所致

税金及附加 25,711,697.12 216,974,664.15 -88.15 “营改增” 影响所致

销售费用 13,964,130.23 7,446,375.98 87.53 贸易及销售货物业务增加所致

投资收益 426,945.41 5,257,399.20 -91.88 合营及联营企业投资收益减少

营业外收入 22,109,648.85 13,439,438.82 64.51 政府补助增加所致

营业外支出 10,477,372.32 5,997,369.70 74.70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失增加所致

少数股东损益 38,165,491.49 26,244,917.35 45.42 合并少数股东损益增加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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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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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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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核工业建设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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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别及连带责任。

中国核工业建设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二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会议于

2017年4月27日以现场会议方式在北京市西城区车公庄大街12号核建大厦召开。 会议

通知于2017年4月21日以电子邮件和书面形式送达各位监事。 本次会议应参会监事5

人，实到监事4人，监事沈云刚因工作原因未能出席，委托监事黄建国代为表决。 公司部

分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 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

《中国核工业建设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 ）的有关规定。

本次会议由公司监事会主席苏文生主持，经与会监事充分审议并经过有效表决，审

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通过了《关于中国核工业建设股份有限公司2017年第一季度报告的议案》。

公司监事会认为：公司2017年第一季度报告的编制和审议程序符合法律、法规、

《公司章程》和公司内部管理制度的有关规定；2017年第一季度报告的编制内容和格式

符合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的要求，无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在提出本意见前，未发现参与季报编制及审核的人员在监事会审议季报前有

违反保密规定的行为。

同意票5票，占表决票数的100%；反对票数0票，占表决票数的0%；弃权票数0票，占

表决票数的0%。

特此公告。

中国核工业建设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2017年4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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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核工业建设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董事会第三十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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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别及连带责任。

中国核工业建设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二届董事会第三十一次会议

于2017年4月27日以现场会议方式在北京市西城区车公庄大街12号核建大厦召开。 会

议通知于2017年4月21日以电子邮件和书面形式送达各位董事。 本次会议应参会董事

9人，实到董事9人，公司部分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 本次会议的召开符

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中国核工业建设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

司章程》” ）的有关规定。

本次会议由董事长顾军主持，经与会董事充分审议并经过有效表决，审议通过了以

下议案：

一、通过了《关于中国核工业建设股份有限公司2017年第一季度报告的议案》。

同意票数9票，占表决票数的100%；反对票数0票，占表决票数的0%；弃权票数0票，

占表决票数的0%。

二、通过了《关于召开中国核工业建设股份有限公司2016年度股东大会的议案》。

董事会拟定于2017年5月26日在北京市西城区车公庄大街12号核建大厦召开公司

2016年度股东大会，会议通知将按有关规定于5月6日前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上公告，

请投资者关注。

同意票数9票，占表决票数的100%；反对票数0票，占表决票数的0%；弃权票数0票，

占表决票数的0%。

特此公告。

中国核工业建设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7年4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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