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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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负责人黎学勤、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乔堃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魏永鹏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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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322,185,242.99 13,947,427,489.64 2.6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资产

3,557,628,211.24 3,503,312,535.95 1.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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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2,381,267.08 -247,925,228.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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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98,311,773.35 1,214,914,796.51 6.8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

49,059,883.57 46,449,102.34 5.6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

利润

47,526,392.80 43,079,959.26 10.32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1.39 1.42 减少0.03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6 0.06 0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6 0.06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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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 4,068.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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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97,569.68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858,394.61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341,096.72

所得税影响额 -285,445.25

合计 1,533,490.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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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9,0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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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贵州金江航空液压有限责任公司 229,369,200 29.48 0 无 0 国有法人

中国贵州航空工业（集团）有限责任

公司

64,538,800 8.30 0 无 0 国有法人

贵州盖克航空机电有限责任公司 31,757,200 4.08 0 无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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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93,918 2.61 0 未知 0 其他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16,963,500 2.18 0 未知 0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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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048,724 1.55 0 未知 0 其他

金世旗国际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10,066,005 1.29 0 未知 0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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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421,539 0.95 0 未知 0 其他

全国社保基金四一四组合 4,925,247 0.63 0 未知 0 其他

吴国强 3,421,000 0.44 0 未知 0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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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贵州金江航空液压有限责任公司 229,369,200 人民币普通股 229,369,200

中国贵州航空工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64,538,800 人民币普通股 64,538,800

贵州盖克航空机电有限责任公司 31,757,200 人民币普通股 31,757,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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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93,918 人民币普通股 20,293,918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16,963,500 人民币普通股 16,963,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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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048,724 人民币普通股 12,048,724

金世旗国际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10,066,005 人民币普通股 10,066,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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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421,539 人民币普通股 7,421,539

全国社保基金四一四组合 4,925,247 人民币普通股 4,925,247

吴国强 3,421,000 人民币普通股 3,421,0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前10名股东中，第一、第二、第三大股东均为隶属同一实际控制人的国有法人

股东，这三位股东与其它股东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公司未知其它股东之间

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属于《上市公司股东持股变动信息管理办法》规定的一

致行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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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截止报告期末，公司资产负债表项目大幅度变动原因分析

单位：万元

项目 2017年3月31日 2017年年初 增减变动金额

增减变动率

（%）

变动原因

应收股利 88.96 88.96 100.00

本期控股子公司新能源公司新增应

收股利所致

其他非流动资产 12,549.11 6,420.91 6,128.20 95.44 本期预付工程设备款增加所致

短期借款 322,565.00 223,636.31 98,928.69 44.24 本期融资方式变化所致

应付职工薪酬 4,181.77 6,233.57 -2,051.80 -32.92 本期支付职工薪酬所致

应付利息 449.85 5,389.55 -4,939.70 -91.65 本期偿付到期公司债利息所致

应付股利 110.25 835.13 -724.88 -86.80

本期控股子公司支付少数股东股利

所致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

动负债

20,850.00 120,545.60 -99,695.60 -82.70 本期偿付到期公司债所致

二、本报告期，公司利润表项目大幅度变动原因分析

单位：万元

项目 2017年1-3月 2016年1-3月 增减变动金额

增减变动率

（%）

变动原因

税金及附加 540.96 231.66 309.30 133.51

本期因原在管理费用列示的部分税金按照

财政部相关规定在本科目列示所致

资产减值损失 6,354.43 2,243.75 4,110.68 183.21

本报告期末应收账款增加、计提坏账准备

增加所致

营业外收入 234.79 580.08 -345.29 -59.52 本报告期收到政府补助减少所致

营业外支出 18.79 71.49 -52.70 -73.72 上年同期有资产处置损失所致

三、本报告期，公司现金流量表项目大幅度变动原因分析

单位：万元

项目 2017年1-3月 2016年1-3月 增减变动金额

增减变动率

（%）

变动原因

收到的税费返还 660.08 479.71 180.37 37.60 本期收到出口退税增加所致

收到其他与经营活动

有关的现金

2,960.06 6,051.87 -3,091.81 -51.09 本期往来款减少所致

取得投资收益收到的

现金

105.33 -105.33 -100.00 上期收到参股公司现金股利所致

处置固定资产、 无形

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

收回的现金净额

16.80 -16.80 -100.00 上期处置资产所致

购建固定资产、 无形

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

支付的现金

21,090.77 13,455.81 7,634.96 56.74 本期固定资产投入增加所致

吸收投资收到的现金 1,960.00 1,960.00 100.00

本期控股子公司新能源公司的控股子

公司收到少数股东出资款所致

取得借款收到的现金 213,870.35 40,850.14 173,020.21 423.55 本期增加借款所致

收到其他与筹资活动

有关的现金

15,068.69 7,749.49 7,319.20 94.45 本期收到国拨资金增加所致

偿还债务支付的现金 210,641.43 44,754.94 165,886.49 370.66 本期偿还公司债、到期借款所致

支付其他与筹资活动

有关的现金

1,043.98 7,422.71 -6,378.73 -85.94

上年同期支付国拨项目资金款较多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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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航重机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黎学勤

日期 2017年4月2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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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负责人夏令和、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赵玮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封睿保证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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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455,037,771.87 18,980,730,512.10 23.5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资产

6,859,882,683.81 6,651,229,791.57 3.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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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69,120,257.54 1,843,491,506.90 -239.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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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25,221,646.57 1,626,710,901.50 79.8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

188,845,074.87 -19,062,306.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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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4,057,781.18 -61,885,774.62 不适用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2.79 -0.32 增加3.11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920 -0.0093 不适用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920 -0.00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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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 106,529.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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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94,855.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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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01,990.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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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11,077.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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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422.62

所得税影响额 19,030,399.61

合计 14,787,293.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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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0,8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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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粮集团有限公司 1,057,283,605 51.53 729,212,700 无 国有法人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77,636,700 3.78 未知 未知

中欧基金－农业银行－中欧中证金融资产

管理计划

15,095,800 0.74 未知 未知

大成基金－农业银行－大成中证金融资产

管理计划

8,337,566 0.41 未知 未知

中国工商银行－诺安价值增长股票证券投

资基金

6,825,900 0.33 未知 未知

上海力元股权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6,534,141 0.32 未知 未知

广发基金－农业银行－广发中证金融资产

管理计划

5,725,516 0.28 未知 未知

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分红－个人

分红－005L－FH002沪

5,507,959 0.27 未知 未知

长城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万能－个险

万能

3,990,000 0.19 未知 未知

中国建设银行－上证180交易型开放式指

数证券投资基金

2,772,400 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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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粮集团有限公司 328,070,905 人民币普通股 328,070,905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77,636,700 人民币普通股 77,636,700

中欧基金－农业银行－中欧中证金融资产管理计划 15,095,800 人民币普通股 15,095,800

大成基金－农业银行－大成中证金融资产管理计划 8,337,566 人民币普通股 8,337,566

中国工商银行－诺安价值增长股票证券投资基金 6,825,900 人民币普通股 6,825,900

上海力元股权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6,534,141 人民币普通股 6,534,141

广发基金－农业银行－广发中证金融资产管理计划 5,725,516 人民币普通股 5,725,516

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分红－个人分红－005L－FH002沪 5,507,959 人民币普通股 5,507,959

长城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万能－个险万能 3,990,000 人民币普通股 3,990,000

中国建设银行－上证180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2,772,400 人民币普通股 2,772,4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公司控股股东中粮集团有限公司与上述股东之间没有关联关系，

也不属于一致行动人。 公司未知上述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

关系，也未知其之间是否属于一致行动人。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的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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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资产负债表

单位：万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期末余额 年初余额 变动额 变动率（%）

货币资金 170,619.37 112,385.73 58,233.64 51.82

衍生金融资产 18,811.61 34,566.85 -15,755.24 -45.58

应收票据 15,553.59 9,563.99 5,989.59 62.63

应收账款 48,796.72 79,763.92 -30,967.20 -38.82

预付款项 211,287.07 93,481.75 117,805.32 126.02

其他应收款 128,716.73 240,124.01 -111,407.28 -46.40

存货 994,957.99 623,895.18 371,062.81 59.48

其他流动资产 114,524.80 53,800.16 60,724.64 112.87

短期借款 1,159,959.96 665,909.99 494,049.97 74.19

衍生金融负债 6,314.57 15,515.73 -9,201.15 -59.30

预收款项 83,232.11 45,427.68 37,804.42 83.22

应交税费 3,669.43 13,205.78 -9,536.35 -72.21

其他应付款 146,342.25 90,186.63 56,155.62 62.27

其他流动负债 120,000.00 -120,000.00 -100.00

未分配利润 35,453.14 16,568.63 18,884.51 113.98

变动说明：

1、货币资金增加的主要原因是：本期银行贷款增加所致。

2、衍生金融资产减少的主要原因是：本期期货糖浮动盈亏所致。

3、应收票据增加的主要原因是：本期销售货物应收票据结算量增加所致。

4、应收账款减少的主要原因是：本期销售货款收回所致。

5、预付款项增加的主要原因是：本期预付食糖采购款较期初增加所致。

6、其他应收款减少的主要原因是：本期收回托管永鑫集团资金投入及期货保证金余额较期初减少

所致。

7、存货增加的主要原因是：本期食糖采购库存量增加所致。

8、其他流动资产增加的主要原因是：本期待抵扣增值税增加所致。

9、短期借款增加的主要原因是：本期银行贷款增加所致。

10、衍生金融负债减少的主要原因是：本期期货糖浮动盈亏所致。

11、预收款项增加的主要原因是：本期预收的食糖货款较年初增加所致。

12、应交税费减少的主要原因是：应付增值税减少所致。

13、其他应付款增加的主要原因是：期货抵押金增加所致。

14、其他流动负债减少的主要原因是：短期融资券到期偿还所致。

15、未分配利润增加的主要原因是：本期利润增加所致。

（二）利润表

单位：万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本期金额 上期金额 变动额 变动率(%)

营业收入 292,522.16 162,671.09 129,851.07 79.82

销售费用 9,197.28 8,686.83 510.45 5.88

管理费用 10,917.43 9,957.60 959.83 9.64

财务费用 10,291.26 4,308.26 5,983.00 138.87

投资收益 -11,334.38 -390.33 -10,944.05 不适用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18,884.51 -1,906.23 20,790.74 不适用

变动说明：

1、营业收入增加的主要原因是：本期贸易糖贸易量同比上升所致。

2、财务费用增加的主要原因是：本期贷款增加所致。

3、投资收益减少的主要原因是：本期期货平仓亏损增加所致。

4、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增加的主要原因是：本期食糖贸易量、糖价同比上升，盈利能力增

加。

（三）现金流量表

单位：万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本期金额 上期金额 变动额 变动率(%)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56,912.03 184,349.15 -441,261.18 -239.36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4,861.56 -121,096.56 116,235.00 不适用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320,950.07 -50,235.91 371,185.98 不适用

变动说明：

1、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减少的主要原因是：本期贸易糖采购付款及支付保证金较上期增

加所致。

2、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增加主要原因是：本期理财业务支付的资金较上期减少所致。

3、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增加的主要原因是：本期借款增加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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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2016�年11月18日，公司与张永宁签订了《张永宁与中粮屯河股份有限公司、 广西永鑫华糖

集团有限公司、广西来宾永鑫糖业有限公司关于广西永鑫华糖集团有限公司的股权转让框架协议》（以

下简称《股权转让框架协议》，张永宁拟向公司转让其持有的广西永鑫华糖集团有限公司55%股权。 依

照《股权转让框架协议》的宗旨，2016�年11月22日，公司子公司中粮屯河北海糖业有限公司、中粮屯河

崇左糖业有限公司托管了广西永鑫华糖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永鑫集团” ）及下属制糖企业。 2017

年4月， 因永鑫集团小股东对张永宁转让其持有的永鑫集团 55%股权主张行使同等条件下的优先购买

权，股东内部无法就小股东放弃优先购买权事宜达成协议，公司与张永宁、永鑫集团解除了《股权转让框

架协议》及相关《托管协议》， 2017年4月6日，公司收回累计投入托管资金 30.88� 亿元，收到托管费

3600�万元，正式退出永鑫集团的股权收购事项。

（二）2016年9月，公司结合“十三五”规划的发展目标以及自身融资需求，适时启动了非公开发行

股票工作，发行股份数量为不超过16,000万股（含本数），发行价格10.83元/股，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

17.328亿元（含本数），上述方案经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三十七会议审议通过。 2017年2月，中国证监会

修订了《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根据新规则，2017年4月25日，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七次

会议修订了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 详见公司2017年4月26日，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预案修订的相关

公告。

3.3报告期内超期未履行完毕的承诺事项

□适用 √不适用

承诺背

景

承诺

类型

承诺

方

承诺

内容

承诺

时间

及期

限

是否

有履

行期

限

是否

及时

严格

履行

与再融

资相关

的承诺

解决同

业竞争

中粮

集团

中粮集团向公司出具《关于避免同业竞争的承诺函》，内容如下：

“本公司现为中粮屯河之第一大暨控股股东，本公司特就本公司或本公司控制的其

他企业与中粮屯河避免同业竞争事宜，承诺如下：

1、中粮屯河将作为本公司今后在中国和澳大利亚TULLY食糖产业和番茄产业运作

及整合的主要平台。 除本公司全资子公司内蒙古中粮番茄制品有限公司（简称“内蒙中

粮” ）在番茄产业与中粮屯河存在同业竞争外，本公司与中粮屯河之间不存在实质性的同

业竞争。

2、鉴于内蒙中粮短期内难以实现盈利，为了不给中粮屯河增加负担，保护中小投资者

利益，暂不将内蒙中粮注入中粮屯河。 在内蒙中粮连续3年经审计的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

率不低于8%，中粮集团将于内蒙中粮第三年度审计报告披露之日起一年内将所控制的内

蒙中粮以合法方式注入中粮屯河。 在此之前，本公司与中粮屯河于2006年12月签订的

《股权托管协议》继续有效，至内蒙中粮股权转让至中粮屯河或者无关联第三方并完成工

商变更登记之日方得终止。

3、本公司保证在持有中粮屯河股份期间（简称“持股期间” ），本公司以及本公司实

际控制的其他公司如出售与中粮屯河生产经营相关的资产、业务或权益给本公司的非关

联企业，并致使本公司丧失对该等资产、业务或权益的控股权或实际控制权，中粮屯河均

有优先购买的权利。 本公司保证本公司以及本公司实际控制的其他公司在进行上述出售

或转让时，给予中粮屯河的条件不逊于本公司向任何独立非关联第三人提供的条件。

4、在持股期间，本公司以及本公司实际控制的其他公司不再主动从事其他与中粮屯

河相同或类似的业务。 本公司以及本公司实际控制的其他公司如果从任何第三方获取的

任何商业机会与中粮屯河经营的业务有可能存在竞争，则本公司以及本公司实际控制的

其他公司在正式获得该商业机会后的一个月内会将有关情况书面通知中粮屯河并提供中

粮屯河合理要求的相关资料。 中粮屯河在接到该书面通知后若决定愿意获得该商业机会

的，本公司以及本公司实际控制的其他公司将促使中粮屯河获得该等商业机会；如果中粮

屯河认为该商业机会存在风险或者暂时不符合上市公司的要求，本公司以及本公司实际

控制的其他公司可以继续经营该等商业机会。 若中粮屯河认为该等商业机会注入时机已

经成熟时，本公司以及本公司实际控制的其他公司会以合法及适当的方式将其注入中粮

屯河，中粮屯河对此有充分的决策权。

5、在持股期间，如因包括但不限于行政划拨、司法裁决、企业合并等被动原因，导致本

公司以及本公司实际控制的其他公司从事的业务与中粮屯河存在相同或类似业务的，本

公司以及本公司实际控制的其他公司将确保中粮屯河享有充分的决策权，将该等业务委

托中粮屯河管理，在中粮屯河认为该等业务注入时机已经成熟时，及时以合法及适当的方

式将其注入中粮屯河。

6、在持股期间，本公司承诺不以中粮屯河控股股东的地位谋求不正当利益,进而损害

中粮屯河其他股东的利益。 如因本公司以及本公司实际控制的其他公司违反上述声明与

承诺而导致中粮屯河的权益受到损害的,本公司同意向中粮屯河承担相应的损害赔偿责

任。

7、本公司声明并确认，本公司签署本承诺函之行为代表本公司以及本公司实际控制

的其他公司。 ”

长期 否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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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粮屯河糖业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夏令和

日期 2017-04-27

中航重机股份有限公司

中粮屯河糖业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代码：600765�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公司简称：中航重机

公司代码：600737�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公司简称：中粮糖业

一、 重要提示

1.1� � 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董事会、监事会及其董事、监事、高

级管理人员保证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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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本季度报告已经本公司董事会2017年第3次会议审议通过。 本公司副董事长及非执行董事

章建华先生、非执行董事徐文荣先生、非执行董事喻宝才先生、非执行董事刘跃珍先生、非执行董事

刘宏斌先生、执行董事赵政璋先生及独立非执行董事陈志武先生因故未能出席本公司董事会2017年

第3次会议，已分别书面委托本公司董事长王宜林先生、副董事长兼总裁汪东进先生、非执行董事沈

殿成先生及独立非执行董事林伯强先生出席并代为行使表决权。 其余公司董事均出席了本次董事会

会议。

1.3� � 本公司董事长王宜林先生、副董事长兼总裁汪东进先生、财务总监柴守平先生保证本季度

报告中财务报告的真实、准确、完整。

1.4� � 本公司及其附属公司（以下简称“本集团” ）分别按中国企业会计准则及国际财务报告准

则编制财务报告。 本季度报告中的财务报告未经审计。

二、 公司基本情况

2.1主要会计数据及财务指标

2.1.1按国际财务报告准则编制的主要会计数据及财务指标

单位：人民币百万元

项目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期末

本报告期末

比上年度期末增减

（%）

总资产 2,389,851 2,396,651 (0.3)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权益 1,197,569 1,189,024 0.7

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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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2,988 61,032 19.6

项目 年初至报告期末

上年初至上

年报告期末

比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额 493,559 352,830 39.9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亏损） 5,701 (13,785) -

净资产收益率（%） 0.5 (1.2) 1.7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亏损）（人民币元） 0.03 (0.08) -

稀释每股收益/（亏损）（人民币元） 0.03 (0.08) -

2.1.2按中国企业会计准则编制的主要会计数据及财务指标

单位：人民币百万元

项目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期末

本报告期末

比上年度期末增减

（%）

总资产 2,390,153 2,396,950 (0.3)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权益 1,197,862 1,189,319 0.7

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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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2,988 61,032 19.6

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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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93,559 352,830 39.9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亏损） 5,699 (13,786) -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亏损） 6,865 (13,585) -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0.5 (1.2) 1.7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亏损）（人民币元） 0.03 (0.08) -

稀释每股收益/（亏损）（人民币元） 0.03 (0.08) -

单位：人民币百万元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

年初至报告期期末

收入/（支出）

非流动资产处置净损益 111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 722

处置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净损益 6

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2,329)

小计 (1,490)

非经常性损益的所得税影响数 348

少数股东损益影响额 (24)

合计 (1,166)

2.1.3国内外会计准则差异

√适用□不适用

本集团按国际财务报告准则计算的本期净利润为人民币106.19亿元，按中国企业会计准则计算

的本期净利润为人民币106.17亿元，差异为人民币0.02亿元；按国际财务报告准则计算的股东权益

为人民币13,860.91亿元，按中国企业会计准则计算的股东权益为人民币13,863.86亿元，差异为人

民币2.95亿元。本集团的准则差异主要是由于1999年非固定资产、油气资产评估所产生。本公司1999

年重组改制时，对于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石油集团” ）投入的资产和负债进行

了评估，按照国际财务报告准则编制的财务报表对上述评估结果中非固定资产、油气资产的部分未

予确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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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告期末股东总数

股东总数为574,136名，其中境内A股股东567,000名，境外H股股东7,136名（包括美国存托证券注册

股东215名）。

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股数（股） 股份种类

1、中国石油集团 157,409,693,528

(1)

A股

2、香港中央结算(代理人)有限公司

(2)

20,860,302,851

(3)

H�股

3、中国证券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1,022,809,339 A股

4、中国宝武钢铁集团有限公司 624,000,000 A股

5、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206,109,200 A股

6、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4)

43,513,255 A股

7、中国工商银行－上证50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34,571,503 A股

8、太平人寿保险有限公司－分红－团险分红 19,249,621 A股

9、阿布达比投资局 16,126,597 A股

10、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华安行业轮动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15,000,000 A股

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股数（股） 股份种类

1、中国石油集团 157,409,693,528 A股

2、香港中央结算(代理人)有限公司 20,860,302,851 H�股

3、中国证券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1,022,809,339 A股

4、中国宝武钢铁集团有限公司 624,000,000 A股

5、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206,109,200 A股

6、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43,513,255 A股

7、中国工商银行－上证50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34,571,503 A股

8、太平人寿保险有限公司－分红－团险分红 19,249,621 A股

9、阿布达比投资局 16,126,597 A股

10、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华安行业轮动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15,000,000 A股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除香港中央结算（代理人）有限公司和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均为香港交易及结算所有限公司之全资附属公司，中国证券金融股份

有限公司、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均为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普通股股东外，本公司未知上述其

他前10名股东之间存在关联关系或属于《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注：（1）此数不包括中国石油集团通过境外全资附属公司Fairy� King� Investments� Limited间接

持有的H股股份。

（2）香港中央结算（代理人）有限公司为香港交易及结算所有限公司之全资附属公司，以代理

人身份代其他公司或个人股东持有本公司H股股票。

（3）中国石油集团通过境外全资附属公司Fairy� King� Investments� Limited持有291,518,000

� � � � � � � � � � �股H股，占本公司股本总额的0.16%，该等股份包含在香港中央结算（代理人）有限公司持有

的股份总数中。

（4）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为香港交易及结算所有限公司之全资附属公司，作为名义持有人持

有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香港联交所” ）投资者投资的上海证券交易所本

公司A股股票。

2.3截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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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绩回顾

二零一七年第一季度，世界经济温和复苏，主要经济体不稳定不确定因素增加；中国经济延续了

稳中向好的发展态势，国内生产总值（GDP）比上年同期增长6.9%，主要指标好于预期，实现了良好

开局。 国际石油市场供需逐步趋向平衡，国际油价窄幅震荡，均价同比大幅上升，美国西德克萨斯原

油现货平均价格为51.70美元/桶，比去年同期上涨54.6%；北海布伦特原油现货平均价格为53.69美

元/桶，比去年同期上涨58.2%；国内成品油消费增速放缓，仍呈供需宽松局面。

面对复杂严峻的国内外政治经济环境，本集团坚持稳健发展方针，深化改革和创新驱动，继续大

力实施开源节流降本增效。 主动适应市场变化，优化油气生产，加强资源平衡和运行协调，油气两个

业务链平稳受控运行，生产经营实现良好开局。 二零一七年第一季度，本集团实现营业额人民币

4,935.59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39.9%，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人民币57.01亿元,比上年同期的

净亏损人民币137.85亿元扭亏增利人民币194.86亿元；财务状况保持稳健，有息债务、资产负债率、

资本负债率均有下降；现金流状况良好，自由现金流持续为正。

勘探与生产业务优化勘探部署，夯实可持续发展的资源基础，根据油价和市场变化科学安排油

气开发，油气生产平稳运行。 二零一七年第一季度，本集团生产原油216.8百万桶，比上年同期下降

10.7%；生产可销售天然气899.8十亿立方英尺，比上年同期增长0.9%；实现油气当量产量366.8百万

桶，比上年同期下降6.3%，其中国内油气当量产量322.6百万桶，比上年同期下降2.8%；海外油气当

量产量44.2百万桶，比上年同期下降25.7%，主要由于原油价格同比上升导致海外项目分成的原油净

产量减少。 二零一七年第一季度，勘探与生产板块积极坚持低成本战略，大力推进开源节流降本增

效，单位操作成本比上年同期下降2.9%，得益于原油价格同比上升及加强成本费用管控等因素综合

影响，勘探与生产板块实现经营利润人民币19.16亿元，比上年同期经营亏损人民币202.68亿元扭亏

增利人民币221.84亿元。

炼油与化工业务坚持市场导向和效益原则，优化资源配置和产品结构，增产适销高效产品，合理

调降生产柴汽比，由上年同期的1.44降至本年的1.32；抓住化工产品需求增长的市场机遇，不断提高

高效化工装置负荷， 合成纤维原料及聚合物、 合成橡胶等有机化工原料产量分别比上年同期增长

7.5%、2.6%。 二零一七年第一季度，本集团共加工原油245.6百万桶，比上年同期下降0.6%，生产

汽油、柴油和煤油2,220.5万吨，比上年同期下降0.5%。 二零一七年第一季度，炼油与化工板块严控

成本费用，炼油单位现金加工成本比上年同期下降6.8%；实现经营利润人民币81.77亿元，比上年同

期经营利润人民币146.51亿元减利人民币64.74亿元。其中炼油业务实现经营利润人民币36.86亿元，

比上年同期的人民币115.41亿元减少人民币78.55亿元；化工业务增产增销厚利产品，实现经营利润

人民币44.91亿元，比上年同期人民币31.10亿元增加人民币13.81亿元。

销售业务面对国内成品油需求疲软、价格低位运行以及市场竞争激烈的不利局面，增强成品油

资源掌控和统筹力度，加大国内高效地区、厚利产品销售；开拓海外高效市场，扩大成品油出口，确保

产业链畅通的同时提高整体盈利能力，销售汽油、柴油和煤油3,863.9万吨，比上年同期增加151.3万

吨，增长4.1%。 二零一七年第一季度，受成品油价格上升以及营销措施增效影响，销售板块实现经营

利润人民币29.22亿元，比上年同期经营利润人民币4.26亿元增利人民币24.96亿元。

天然气与管道业务统筹自产气、进口气和液化天然气（LNG）等多种资源，优化天然气产运销方

案，有效保障销售效益。二零一七年第一季度，受天然气价格、销量比上年同期上升等因素影响，天然

气与管道板块实现经营利润人民币98.82亿元， 比上年同期人民币47.17亿元增利人民币51.65亿元，

其中，销售进口天然气及液化天然气净亏损人民币59.84亿元，比上年同期减亏人民币0.77亿元。

二零一七年第一季度，本集团原油平均实现价格为51.34美元/桶（其中国内实现价格为50.60美

元/桶），比上年同期上升88.3%；本集团天然气平均实现价格为5.082美元/千立方英尺（其中国内实

现价格为5.080美元/千立方英尺），比上年同期上升4.0%。

二零一七年第一季度主要生产经营情况如下表：

生产经营数据 单位

截至3月31日止3个月期间

同比增减(%)

2017年 2016年

原油产量 百万桶 216.8 242.7 (10.7)

其中：国内 百万桶 183.3 194.3 (5.7)

海外 百万桶 33.5 48.4 (30.9)

可销售天然气产量 十亿立方英尺 899.8 891.4 0.9

其中：国内 十亿立方英尺 835.5 825.0 1.3

海外 十亿立方英尺 64.3 66.4 (3.2)

油气当量产量 百万桶 366.8 391.3 (6.3)

其中：国内 百万桶 322.6 331.8 (2.8)

海外 百万桶 44.2 59.5 (25.7)

原油加工量 百万桶 245.6 247.2 (0.6)

汽油、煤油、柴油产量 千吨 22,205 22,312 (0.5)

其中：汽油 千吨 8,884 8,533 4.1

煤油 千吨 1,610 1,480 8.8

柴油 千吨 11,711 12,299 (4.8)

汽油、煤油、柴油销售量 千吨 38,639 37,126 4.1

其中：汽油 千吨 15,893 15,448 2.9

煤油 千吨 3,857 3,867 (0.3)

柴油 千吨 18,889 17,811 6.1

主要化工产品产量

乙烯 千吨 1,451 1,421 2.1

合成树脂 千吨 2,327 2,335 (0.3)

合成纤维原料及聚合物 千吨 399 371 7.5

合成橡胶 千吨 196 191 2.6

尿素 千吨 253 650 (61.1)

注：原油按1吨=7.389桶，天然气按1立方米=35.315立方英尺换算

2017年后三个季度，预计全球石油市场基本平衡，国际油价宽幅震荡运行，存在较大不确定性。

本公司将继续坚持稳健发展方针，大力实施资源、市场、国际化和创新战略，持续优化业务布局和资

产结构，深入开展开源节流降本增效，努力保持生产经营平稳向好，不断提高市场竞争力。

三、重要事项

3.1公司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中国企业会计准则）大幅度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适用□不适用

单位：人民币百万元

项目

2017年

3月31日

2016年

12月31日

变动

(%)

变动主要原因

应收账款 62,465 47,315 32.0 主要是由于原油、天然气、成品油等主要产品价格上升

预付账款 26,607 16,479 61.5

主要是由于本期预付油款、材料款、代理费及海关保证金

等款项增加

应付职工薪酬 8,140 5,396 50.9 主要是由于应付未付职工薪酬较上年末增加

其他应付款 45,339 28,195 60.8 主要是由于根据业务工作量确认的其他应付款增加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 109,629 71,415 53.5

主要由于将于一年内到期的长期借款及应付债券重分类

至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

其他流动负债 4,730 7,949 (40.5) 主要是由于应付债券利息及部分子公司应付股利的减少

项目

截至3月31日止

变动(%)

变动主要原因3个月期间

2017年 2016年

营业收入 493,559 352,830 39.9

主要是由于原油、天然气、成品油等主要产品价格

上升

营业成本 (391,809) (274,088) 43.0

主要是由于原油、天然气、成品油等主要产品价格

上升导致贸易业务购买支出增加

资产减值损失 (177) 9 - 主要是本期对部分化工产品计提存货跌价准备

投资收益 992 630 57.5

主要是由于部分海外子公司应占联营及合营公司

利润增加

营业利润/（亏损） 15,683 (8,999) -

主要是由于原油、天然气、成品油等主要产品价格

上升影响收入增加

营业外支出 (2,742) (1,199) 128.7 主要是由于资产报废损失增加

利润/（亏损）总额 15,073 (8,244) -

主要是由于原油、天然气、成品油等主要产品价格

上升影响收入增加

所得税费用 (4,456) (2,698) 65.2 主要是由于本期利润增加

净利润/（亏损） 10,617 (10,942) -

主要是由于原油、天然气、成品油等主要产品价格

上升影响收入增加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亏

损）

5,699 (13,786) -

主要是由于原油、天然气、成品油等主要产品价格

上升影响收入增加

归属于少数股东的净利润 4,918 2,844 72.9 主要是由于部分子公司盈利增加

基本每股收益/（亏损）（人民币

元）

0.03 (0.08) -

主要是由于原油、天然气、成品油等主要产品价格

上升影响收入增加

稀释每股收益/（亏损）（人民币

元）

0.03 (0.08) -

权益法下在被投资单位以后将重

分类进损益的其他综合收益/（损

失）中享有的份额

337 (407) -

主要是由于联营、合营公司所持有的可供出售金融

资产市值增加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公允价值变动

损益

(7) (60) (88.3)

主要是由于公司所持有的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市值

减少额同比减少

外币报表折算差额 1,414 2,360 (40.1)

主要是由于汇率影响海外子公司外币报表折算差

额减少

综合收益/（损失）总额 12,640 (9,224) -

主要是由于原油、天然气、成品油等主要产品价格

上升影响收入增加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综合收益/

（损失）总额

7,443 (11,893) -

归属于少数股东的综合收益总额 5,197 2,669 94.7 主要是由于部分子公司盈利增加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9,019) 17,261 -

主要是由于加强债务管理，优化债务结构，本期偿

还借款比上年同期增加

3.2重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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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承诺事项履行情况

√适用□不适用

本报告期内，本公司控股股东中国石油集团做出的承诺事项及履行情况与本公司2016年年度报

告中重要事项章节披露的情况一致，未发生影响相关承诺事项履行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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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幅度变动

的警示及原因说明

□适用√不适用

3.5证券投资情况

□适用√不适用

3.6其他重大事项

□适用√不适用

承董事会命

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

王宜林

董事长

中国北京

二零一七年四月二十七日

于本公告日，本公司董事会由王宜林先生担任董事长，由章建华先生担任副董事长及非执行董

事、汪东进先生担任副董事长及执行董事，由徐文荣先生、喻宝才先生、沈殿成先生、刘跃珍先生及刘

宏斌先生担任非执行董事，由赵政璋先生担任执行董事，由陈志武先生、理查德·马茨基先生、林伯强

先生及张必贻先生担任独立非执行董事。

本季度报告以中英文两种语言编制，在对两种文本的理解上发生歧义时，以中文文本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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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17年第2次会议决议公告

特别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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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监事会于2017年4月21日向公司全体监事发

出会议通知，以书面传签的方式召开监事会2017年第2次会议，并于2017年4月27日形成有效决议。

本次会议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规定，合法、有

效。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公司全体监事讨论了以下议案，并形成决议：

1、审议通过《公司2017年第一季度报告》

2、审议通过《关于公司监事选举的议案》

公司监事会现有9名监事，其中股东代表监事5名、职工代表监事4名。 至本年度股东大会召开之

日，将有郭进平、张凤山、李庆毅、贾忆民、姜力孚、杨华（职工代表监事）、李家民（职工代表监事）7

位监事任期到期，其中郭进平、李庆毅、贾忆民、杨华，因年龄和工作变动原因，将不参与重选。

经公司股东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提名， 提请股东大会选举的股东代表监事候选人为徐文

荣、张凤山、姜力孚、卢耀忠，空缺1名股东代表监事择机增补。

上述股东代表监事候选人简历详见公司即将发布的2016年年度股东大会补充通知。

本议案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上述议案的同意票均为9票，无反对票或弃权票。

特此公告。

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二〇一七年四月二十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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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7年第3次会议决议公告

特别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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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董事会于2017年4月20日以书面方式向公司

全体董事和监事发出2017年第3次会议通知，会议于2017年4月27日在北京以现场会议的方式召开。

应到会董事13人，实际到会6人。董事章建华先生和喻宝才先生、徐文荣先生和刘跃珍先生、刘宏斌先

生和赵政璋先生、陈志武先生因故不能到会，已分别书面委托董事王宜林先生、汪东进先生、沈殿成

先生和林伯强先生出席会议并代为行使表决权。 会议由董事长王宜林先生主持。 部分监事会成员和

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 本次会议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

公司章程》的规定，合法、有效。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出席会议的董事讨论了以下议案，并形成决议：

一、审议通过公司 2017� 年第一季度报告

二、审议通过公司 2016年度 20-F� 年报

三、审议通过《关于公司董事到任选举的议案》

至本年度股东大会召开之日，将有王宜林先生、汪东进先生、喻宝才先生、沈殿成先生、刘跃珍先

生、刘宏斌先生、赵政璋先生、陈志武先生、理查德?马茨基先生、林伯强先生和张必贻先生共十一位

董事任期到期， 其中董事沈殿成先生和赵政璋先生及独立非执行董事理查德·马茨基先生和陈志武

先生，因年龄和任期监管年限原因，将不参与重选。此外，为加强监事会监督作用，徐文荣先生拟进入

公司监事会工作，不再进入董事会工作。

经公司股东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提名，并经公司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审核，同意提名王宜林

先生、汪东进先生、喻宝才先生、刘跃珍先生、刘宏斌先生、侯启军先生、段良伟先生、覃伟中先生、林

伯强先生、张必贻先生、梁爱诗女士、德地立人先生和西蒙·亨利先生为公司董事候选人。其中林伯强

先生、张必贻先生、梁爱诗女士、德地立人先生和西蒙·亨利先生为独立董事候选人。

上述董事候选人简历详见公司即将发布的2016年年度股东大会补充通知。

本议案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上述议案同意票数均为13票，无反对票或弃权票。

三、备查文件

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2017年第3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七年四月二十七日

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简称：中国石油于香港联交所股票代码：857；于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代码：60185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