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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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负责人黄岱列、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张伟民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

员）赖永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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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775,942,199.93 4,489,616,046.06 6.3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1,999,179,031.37 1,941,720,787.56 2.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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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9,695,747.74 108,726,920.00 -8.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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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32,899,728.52 1,121,594,645.40 36.6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58,492,968.95 9,426,009.05 520.5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

净利润

65,221,622.97 21,263,550.76 206.73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2.97 0.42 增加2.55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506 0.0082 517.07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506 0.0082 517.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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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97.00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2,962.50

其他符合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的损益项目 -6,836,888.61

因吴泾基地主体装置及配套设施停产而发生的

停工损失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105,315.72

所得税影响额 -740.63

合计 -6,728,654.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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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46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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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华谊(集团)公司 546,900,447 47.29 0 无 0 国有法人

SCBHK�A/C�BBH�S/A�VANGUARD�

EMERGING�MARKETS�STOCK�

INDEX�FUND

7,859,532 0.68 0 无 0 境外法人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7,438,100 0.64 0 无 0 国有法人

VANGUARD�TOTAL�

INTERNATIONAL�STOCK�INDEX�

FUND

4,921,701 0.43 0 无 0 境外法人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证上海

国企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4,436,784 0.38 0 无 0 未知

ISHARES�CORE�MSCI�EMERGING�

MARKETS�ETF

3,142,200 0.27 0 无 0 境外法人

缪国庆 3,000,000 0.26 0 无 0 境内自然人

方建伟 2,787,506 0.24 0 无 0 境内自然人

中国银行无锡分行 2,605,981 0.23 0 无 0 国有法人

SCBHK�A/C�KG�INVESTMENTS�ASIA�

LIMITED

2,378,588 0.21 0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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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华谊(集团)公司 546,900,447 人民币普通股 546,900,447

SCBHK��A/C�BBH�S/A�VANGUARD�EMERGING�

MARKETS�STOCK�INDEX�FUND

7,859,532 境内上市外资股 7,859,532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7,438,100 人民币普通股 7,438,100

VANGUARD��TOTAL�INTERNATIONAL�STOCK�INDEX�

FUND

4,921,701 境内上市外资股 4,921,701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证上海国企交易型开放式指数

证券投资基金

4,436,784 人民币普通股 4,436,784

ISHARES�CORE�MSCI�EMERGING�MARKETS�ETF 3,142,200 境内上市外资股 3,142,200

缪国庆 3,000,000 境内上市外资股 3,000,000

方建伟 2,787,506 境内上市外资股 2,787,506

中国银行无锡分行 2,605,981 人民币普通股 2,605,981

SCBHK��A/C�KG�INVESTMENTS�ASIA�LIMITED 2,378,588 境内上市外资股 2,378,588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公司股票于2009年1月12日起全流通，已无限售条件股东。 公司未知上

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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披

露管理办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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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资产负债表项目分析

单位：元币种：人民币

项目 2017年3月31日 2016年12月31日 增减（％） 说明

应收账款 327,131,947.18 202,272,347.66 61.73% 与下游企业正常的销售结算增加

预付账款 130,918,699.23 50,056,591.51 161.54% 预付国家电网电费较年初增加

其他应收款 4,952,678.12 762,159.00 549.82% 系未办妥验资报告的出资款暂挂增加

工程物资 707,113.01 37,478.63 1786.71% 专用材料入库增加

短期借款 726,000,000.00 1,256,000,000.00 -42.20% 华谊集团委贷借款减少所致

应付账款 618,254,820.71 358,647,789.59 72.38% 应付国家电网电费较年初增加

其他应付款 636,949,882.24 88,814,552.29 617.17% 增加华谊集团借款5.5亿元

利润表项目分析

单位：元币种：人民币

营业收入 1,532,899,728.52 1,121,594,645.40 36.67

主要系主要产品售价及贸易业务较上年同

期增加

营业成本 1,390,012,587.75 987,247,834.38 40.8

主要系主要原料乙烯价格及贸易业务较上

年同期增加

营业税金及附加 9,471,176.40 5,374,655.04 76.22 销售收入增加所致

管理费用 33,239,998.06 66,024,627.85 -49.66

主要系本报告期停工损失及人工成本交上

年同期下降所致

投资收益 10,687,063.70 8,058,117.48 32.62 主要系本期联营企业增加盈利所致

营业利润 58,916,990.64 9,526,900.12 518.43 主要系受行业市场趋好影响，本报告期公司

主导产品烧碱售价大幅上升及费用下降导

致本期营业利润、利润总额及净利润较上年

同期大幅上升。

利润总额 58,920,650.14 9,521,773.21 518.8

净利润 58,563,890.54 9,226,197.95 534.76

现金流量表项目分析

单位：元币种：人民币

项目 2017年1-3月 2016年1-3月 差异额 说明

经营活动现金净

流量

99,695,747.74 108,726,920.00 -9,031,172.26

主要系本报告期缴纳税费较上年同期增加导

致现金净流入减少所致

投资活动现金净

流量

-57,239,433.80 -13,902,454.12 -43,336,979.68 固定资产投资及股权投资较上年同期增加

筹资活动现金净

流量

3,925,352.77 40,711,404.18 -36,786,051.41

主要系本报告期借入资金较上年同期减少导

致现金流入减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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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行业形势相比去年同期趋于好转，公司主导产品销售价格上涨，预计公司年初至下

一报告期期末的累计净利润较上年同期有较大幅度增长。

公司名称 上海氯碱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黄岱列

日期 2017-04-28

证券代码：

600618 900908

证券简称：氯碱化工 氯碱

B

股 公告编号：

2017-010

上海氯碱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

2016

年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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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要内容提示：

●股东大会召开日期：2017年6月15日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的网络投票系统：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

一、召开会议的基本情况

(一)股东大会类型和届次

2016年年度股东大会

(二)股东大会召集人：董事会

(三)投票方式：本次股东大会所采用的表决方式是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四)现场会议召开的日期、时间和地点

召开的日期时间：2017年6月15日 13点30�分

召开地点：上海青松城大酒店3楼黄山厅

(五)网络投票的系统、起止日期和投票时间。

网络投票系统：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

网络投票起止时间：自2017年6月15日

至2017年6月15日

采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络投票系统，通过交易系统投票平台的投票时间为股东大会召

开当日的交易时间段，即9:15-9:25,9:30-11:30，13:00-15:00；通过互联网投票平台的

投票时间为股东大会召开当日的9:15-15:00。

(六)融资融券、转融通、约定购回业务账户和沪股通投资者的投票程序

涉及融资融券、转融通业务、约定购回业务相关账户以及沪股通投资者的投票，应按照

《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大会网络投票实施细则》等有关规定执行。

(七)涉及公开征集股东投票权

无

二、会议审议事项

本次股东大会审议议案及投票股东类型

序号 议案名称

投票股东类型

A股股东 B股股东

非累积投票议案

1 公司2016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 √

2 2016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 √

3 2016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 √

4.00 关于2016年度财务决算与2017年度财务预算的议案 √ √

4.01 关于2016年度财务决算 √ √

4.02 关于2017年度财务预算 √ √

5 关于2016年度利润分配的预案 √ √

6.00 关于2017年度申请融资授信额度的议案 √ √

6.01 关于向银行申请融资额度 √ √

6.02 关于向华谊集团及华谊财务公司申请融资额度 √ √

7

关于聘请2017年度公司年报审计单位及支付2016年度报酬的

议案

√ √

8

关于聘请2017年度公司内部控制审计单位及支付2016年度报

酬的议案

√ √

9 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 √

10 独立董事2016年度述职报告 √ √

1、各议案已披露的时间和披露媒体

上述议案已于2017年3月30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中国证券

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香港商报》披露。

2、特别决议议案：无

3、对中小投资者单独计票的议案：议案5

4、涉及关联股东回避表决的议案：议案6.02

应回避表决的关联股东名称：上海华谊（集团）公司

5、涉及优先股股东参与表决的议案：无

三、股东大会投票注意事项

(一)本公司股东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行使表决权的，既可以登

陆交易系统投票平台（通过指定交易的证券公司交易终端）进行投票，也可以登陆互联网

投票平台（网址：vote.sseinfo.com）进行投票。 首次登陆互联网投票平台进行投票的，投

资者需要完成股东身份认证。 具体操作请见互联网投票平台网站说明。

(二)股东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行使表决权，如果其拥有多个股

东账户，可以使用持有公司股票的任一股东账户参加网络投票。投票后，视为其全部股东账

户下的相同类别普通股或相同品种优先股均已分别投出同一意见的表决票。

(三)同一表决权通过现场、本所网络投票平台或其他方式重复进行表决的，以第一次投

票结果为准。

(四)股东对所有议案均表决完毕才能提交。

(五)同时持有本公司A股和B股的股东，应当分别投票。

四、会议出席对象

(一)股权登记日收市后在中国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公司股东

有权出席股东大会（具体情况详见下表），并可以以书面形式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

表决。 该代理人不必是公司股东。

股份类别 股票代码 股票简称 股权登记日 最后交易日

Ａ股 600618 氯碱化工 2017/6/6 －

Ｂ股 900908 氯碱B股 2017/6/9 2017/6/6

(二)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三)公司聘请的律师。

(四)其他人员

五、会议登记方法

1、股东在2017年6月9日至6月12日可以以传真或邮寄方式登记。

2、公司于2017年6月12日在上海长宁区东诸安浜路165弄29号4楼立信维一软件（纺

发大楼） 设立现场登记点， 登记时间为上午9：00-11：30， 下午1：00-3：00， 电话:

021-52383315，传真：021-52383305，联系人：欧阳小姐。

3、登记内容：股东名称、股票账号、持股数、身份证号、电话（传真）、地址、邮编。

六、其他事项

1、现场会议会期半天，不发任何礼品，股东参加大会的食宿费、交通费自理；

2、股东需要发言的在登记时说明，以便安排；

3、股东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的，须出示授权委托书（见附件）；

4、公告所指的时间均为北京时间；

5、公司设立的股东大会秘书处负责股东咨询。

股东大会秘书处地址：公司本部（龙吴路4747号）

电话： 64342640� � � �传真：64340817� � � � �联系人：陈丽华 邮编：200241

特此公告。

上海氯碱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7年4月28日

附件1：授权委托书

报备文件

提议召开本次股东大会的董事会决议

附件1：授权委托书

授权委托书

上海氯碱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兹委托 先生（女士）代表本单位（或本人）出席2017年6月15日召开的贵公司

2016年年度股东大会，并代为行使表决权。

委托人持普通股数：

委托人持优先股数：

委托人股东帐户号：

序号 非累积投票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1 公司2016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2 2016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3 2016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4.00 关于2016年度财务决算与2017年度财务预算的议案

4.01 关于2016年度财务决算

4.02 关于2017年度财务预算

5 关于2016年度利润分配的预案

6.00 关于2017年度申请融资授信额度的议案

6.01 关于向银行申请融资额度

6.02 关于向华谊集团及华谊财务公司申请融资额度

7 关于聘请2017年度公司年报审计单位及支付2016年度报酬的议案

8 关于聘请2017年度公司内部控制审计单位及支付2016年度报酬的议案

9 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10 独立董事2016年度述职报告

委托人签名（盖章）： 受托人签名：

委托人身份证号： 受托人身份证号：

委托日期： 年 月 日

备注：

委托人应在委托书中"同意"、"反对"或"弃权"意向中选择一个并打"√"，对于委托人在

本授权委托书中未作具体指示的，受托人有权按自己的意愿进行表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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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负责人高松、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余前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徐庆明保证季度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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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10,797,705.75 909,386,152.77 0.1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657,488,708.75 664,145,445.19 -1.0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

资产

1.498 1.513 -0.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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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182,478.89 -18,912,057.74 不适用

每股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净额

-0.019 -0.0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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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078,619.57 16,783,409.81 -51.8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6,656,736.44 -6,862,406.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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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215,088.56 -8,545,534.31 不适用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01 -0.96 减少0.05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15 -0.016 不适用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15 -0.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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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货币性资产交换损益

委托他人投资或管理资产的损益

债务重组损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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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91,647.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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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000.00

所得税影响额

合计 -441,647.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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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2,6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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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南罗衡机电工程设备安装

有限公司

87,802,438 20 0 质押 87,800,000 境内非国有法人

北京德稻教育投资有限公司 21,950,000 5 0 质押 20,720,000 境内非国有法人

海口金海岸罗顿国际旅业发

展有限公司（清算组）

21,329,736 4.86 0 无 0 境内非国有法人

海口黄金海岸技术产业投资

有限公司

13,628,898 3.1 12,666,174 无 0 境内非国有法人

端木海 3,466,969 0.79 0 未知 境内自然人

海南大宇实业有限公司 3,160,001 0.72 0 无 0 境内非国有法人

赵杨 1,900,000 0.43 0 未知 境内自然人

刘蓉 1,612,597 0.37 0 未知 境内自然人

周志浩 1,430,000 0.33 0 未知 境内自然人

付镝 1,380,500 0.31 0 未知 境内自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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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南罗衡机电工程设备安装有限公司 87,802,438 人民币普通股 87,802,438

北京德稻教育投资有限公司 21,950,000 人民币普通股 21,950,000

海口金海岸罗顿国际旅业发展有限公

司（清算组）

21,329,736 人民币普通股 21,329,736

端木海 3,466,969 人民币普通股 3,466,969

海南大宇实业有限公司 3,160,001 人民币普通股 3,160,001

赵杨 1,9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1,900,000

刘蓉 1,612,597 人民币普通股 1,612,597

周志浩 1,430,000 人民币普通股 1,430,000

付镝 1,380,500 人民币普通股 1,380,500

王书祥 1,269,900 人民币普通股 1,269,9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1）持有本公司 5%（含 5%）以上股份的股东有两户，即海南罗衡机电工程设备安装有限公司

和北京德稻教育投资有限公司。

（2）前10名股东中法人股股东之间有关联关系，即海南罗衡机电工程设备安装有限公司和北京

德稻教育投资有限公司为一致行动人，除此之外，公司未发现流通股股东存在关联关系或一致

行动人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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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期内其他应收款较期初减少30.79%，主要为收回工程履约保证金所致。

2、报告期内预付账款余额较期初增加345.3%，主要为预付工程款及材料款所致。

3、报告期内预收账款较期初增加95.58%，主要为预收工程款增加所致。

4、报告期内营业收入较上年同期减少51.87%，主要为本期无房产出售所致。

5、报告期内营业成本较上年同期减少52.98%，主要为本期无房产出售所致。

6、报告期内管理费用较上年同期减少32.86%，主要为公司运营费用减少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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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于2016年1月14日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第六届监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罗

顿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 及其摘要的议案》等议案（公告编号：临2016-004、005、

006号），2016年3月15日上述事项经公司2015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公告编号：临2016-020号）,2016年

3月23日，经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第六届监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公司向激励对象授予了

股票期权。（公告编号：临2016-022、023号）

公司于2017年4月13日召开了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 第六届监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第一个行权期不满足行权条件的议案》， 根据天健会计师事务所 （特殊普通合

伙）出具的公司2016年度财务审计报告，公司2016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及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均为负，且未达到第一个行权期“以 2015年经审计公司净利润为基础，2016年度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增长率不低于25%” 的绩效考核指标。 公司未达到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第一个行

权期的行权条件，激励对象不可行权。 详见2017年4月15日刊登在《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和上海证券

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上的《罗顿发展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决议公告》（公

告编号： 临2017-007� 号）、《罗顿发展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监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决议公告》（公告编号：临

2017-008�号）和《罗顿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第一个行权期不满足行权条件的公告》（公

告编号：临2017-011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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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装饰工程业务、酒店经营业务及联营企业亏损，预计年初至下一个报告期期末的累计净利润可能为亏

损。

公司名称 罗顿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高松

日期 2017年4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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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装饰工程业务主要经营数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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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行业信息披露指引第十号———建筑》要求，特公告公司2017年第一季度

装饰工程业务主要经营数据如下：

一、主要经营情况

业务类型

新签项目数量

（个）

新签合同额（万元人

民币）

同比增减（%）

本年累计新签项目数

量（个）

本年累计新签合同额（万

元人民币）

装饰工程施工 5 1,941.00 285.29 5 1,941.00

注：上述经营指标和数据为初步统计数据，与定期报告披露的数据可能存在差异，仅供参考。

二、已签订尚未执行的重大项目进展情况

公司目前无已签订尚未执行的重大项目。

本公告之经营数据未经审计，敬请投资者审慎使用该等数据并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罗顿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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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负责人梁君、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韩钢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宋书勇保证季度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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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472,630,937.73 11,418,642,093.31 0.4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资产

3,121,589,752.22 2,993,463,231.74 4.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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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2,187,833.93 186,361,319.93 115.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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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87,297,072.13 303,085,774.77 27.7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

128,126,520.48 94,978,041.88 34.9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

利润

127,866,182.33 94,454,550.23 35.37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4.19 3.26 增加0.93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5 0.11 36.36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5 0.11 36.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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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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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0,941.88

主要是子公司广西凭祥万通国际物流有限公司

结转政府补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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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8,023.88

主要是母公司本期支付五洲国际购房客户银行

贷款违约的连带责任赔偿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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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88,54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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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5,361.82

所得税影响额 -25,758.26

合计 260,338.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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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1,8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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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西交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299,770,743 35.95 0 无 0 国有法人

招商局公路网络科技控股股

份有限公司

115,531,200 13.86 0 无 0 国有法人

广西国宏经济发展集团有限

公司

7,980,000 0.96 0 无 0 国有法人

简炼炜 2,740,000 0.33 0 未知 0 未知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申万菱信量化小盘股票

型证券投资基金（LOF）

2,405,290 0.29 0 未知 0 其他

领航投资澳洲有限公司－领

航新兴市场股指基金（交易

所）

2,330,405 0.28 0 未知 0 境外法人

张斌 2,285,541 0.27 0 未知 0 未知

陈燕 2,264,100 0.27 0 未知 0 未知

朱武广 2,183,729 0.26 0 未知 0 未知

罗楚珠 2,059,200 0.25 0 未知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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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西交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299,770,743 人民币普通股 299,770,743

招商局公路网络科技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115,531,200 人民币普通股 115,531,200

广西国宏经济发展集团有限公司 7,980,000 人民币普通股 7,980,000

简炼炜 2,740,000 人民币普通股 2,740,000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申万菱信量化小盘

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LOF）

2,405,290 人民币普通股 2,405,290

领航投资澳洲有限公司－领航新兴市场股指基金

（交易所）?

2,330,405 人民币普通股 2,330,405

张斌? 2,285,541 人民币普通股 2,285,541

陈燕? 2,264,100 人民币普通股 2,264,100

朱武广? 2,183,729 人民币普通股 2,183,729

罗楚珠 2,059,200 人民币普通股 2,059,2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前十名股东中，在本公司知悉范围内，第一名、第三名股东即广西交通投资集团有限

公司、广西国宏经济发展集团有限公司属同一个实际控制人广西区国资委，但前三名

股东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也无《上市公司股东持股变动信息披露办法》规定的一致

行动人；第四名至第十名未知其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是《上市公司股东持股变动信

息披露办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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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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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并资产负债表中，2017年3月31日的财务指标与2016年12月31日相比，变动幅度超过30%的项目及其主要原因：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2017年3月31日 2016年12月31日 变动幅度 主要变动分析

货币资金 799,177,988.34 550,848,546.91 45.08%

主要原因为母公司和广西坛

百高速公路有限公司收到广

西五洲国通投资有限公司归

还1.56亿元借款所致。

预收款项 48,246,607.69 32,556,936.07 48.19%

主要为子公司广西五洲房地

产有限公司预收售房款所

致。

应付职工薪酬 18,509,355.43 32,430,682.04 -42.93%

主要原因为支付职工2016年

绩效工资所致。

（2）合并利润表中，2017年1-3月相关财务指标与2016年1-3月相比，变动幅度超过30%的项目及其主要原因：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2017年1-3月 2016年1-3月 变动幅度 主要变动分析

营业成本 122,879,692.53 77,948,218.35 57.64%

主要原因为本期子公司广西

五洲金桥农产品有限公司贸

易收入增加，贸易成本相应

增加所致。

营业税金及附加 1,930,936.18 10,779,752.34 -82.09%

主要原因为2016年5月营业

税改增值税后营业税金减少

所致。

投资收益 871,326.58 -100.00%

主要为上期计提广西五洲国

通投资有限公司的投资收益

所致。

营业外支出 552,459.35 162,274.45 240.45%

主要原因为母公司本期支付

五洲国际项目购房客户银行

贷款违约的连带责任赔偿款

所致。

（3）合并现金流量表中，2017年1-3月相关财务指标与2016年1-3月相比，变动幅度超过30%的项目及其主要原因：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2017年1-3月 2016年1-3月 变动幅度 主要变动分析

收取利息、 手续费及佣

金的现金

1,796,923.33 5,952,175.28 -69.81%

主要为本期子公司南宁市利

和小额贷款有限责任公司收

到的贷款利息减少所致。

购买商品、 接受劳务支

付的现金

87,932,409.95 65,783,004.61 33.67%

主要为本期子公司广西五洲

金桥农产品有限公司支付贸

易货款所致。

客户贷款及垫款净增加

额

100,000.00 29,050,000.00 -99.66%

主要为本期子公司南宁市利

和小额贷款有限责任公司较

上年同期减少贷款业务发放

量所致。

支付其他与经营活动有

关的现金

30,102,247.60 136,103,195.63 -77.88%

主要为本期子公司广西坛百

高速公路有限公司上划广西

高速公路管局通行费减少所

致。

取得投资收益收到的现

金

2,100,000.00 -100.00%

主要为上年同期子公司广西

坛百高速公路有限公司收到

委托贷款利息所致。

处置固定资产、 无形资

产和其他长期资产收回

的现金净额

1,000.00 100.00%

主要为本期母公司收到固定

资产报废残料收入款所致。

处置子公司及其他营业

单位收到的现金净额

339,985,000.00 -100.00%

主要为上年同期母公司收到

广西堂汉锌铟股份有限公

司、 广西南丹县南星锑业有

限责任公司股权转让余款所

致。

购建固定资产、 无形资

产和其他长期资产支付

的现金

12,587,959.19 1,940,675.62 548.64%

主要为本期子公司广西凭祥

合越投资有限公司支付工程

款所致。

支付其他与投资活动有

关的现金

191,218,641.37 -100.00%

主要为上年同期母公司归还

广西交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的长期应付款所致。

取得借款收到的现金 450,000,000.00 -100.00%

主要为本期母公司未提取银

行贷款额所致。

偿还债务支付的现金 14,000,000.00 1,046,000,000.00 -98.66%

主要为上年同期母公司归还

10亿债券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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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1�担保情况

(1)子公司广西五洲金桥农产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桥公司“）向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宁新

城支行借款6,500万及国家开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西壮族自治区分行借款15,000万元用于项目建设，五洲

公司提供第三方担保。 此外，为确保金桥农产品批发市场项目建设及运营正常开展，五洲公司为金桥公司向

中国工商银行南宁高新支行、中国民生银行南宁分行等金融机构按照授信额度申请总额不超过1亿元的流动

资金（贷款期限一年，利率为人民银行公布的同期基准贷款利率上浮下浮不超过10%，含10%）事项提供担

保，担保期为金融机构与五洲公司签订的《保证合同》中规定的相应期限，截止2017年3月31日，金桥公司在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宁新城支行借款余额1,000万元，五洲公司提供担保1,000万元；在国家开发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广西壮族自治区分行借款余额8,520万元，五洲公司提供担保8,520万元；在桂林银行南宁分

行借款余额2,000万元，五洲公司提供担保2,000万元；在南宁市农村信用合作联社借款余额5,000万元，五洲

公司提供担保5,000万元，合计16,520万元。

（2）子公司广西万通进出口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万通进出口公司” ）为及时追回广西华兴粮食物流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华兴公司” ）未能按合同约定期限收回的合同履约保证金2720万元和逾期违约金及相关

费用约836万元，起诉华兴公司，并申请诉前财产保全。 由于万通进出口公司资金有限，无法提供相应保全金

额的担保， 由广西万通国际物流有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广西凭祥万通国际物流有限公司以其位于凭祥市凭

祥镇南山村板那屯北面、宗地号为02-01-01-102-4号、国有土地使用权证号为凭国用（2008）第0289号、面

积为123273.9平方米的国有土地使用权为万通进出口公司申请财产保全提供担保。该宗国有土地使用权评估

总地价为4450.19万元，担保总额为4450.19万元。

（3）本公司按房地产经营惯例和银行要求，同意为购买公司独资开发的“五洲国际” 房地产项目商品房，

并在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宁分行、兴业银行南宁分行、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宁园湖支

行、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宁市五象广场支行、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宁分行办理按揭贷款的客户提供

阶段性连带责任保证，担保类型为阶段性担保，担保总额约4亿元，担保期限自商品房转让合同生效之日起至

商品房承购人所购住房《房屋他项权证》及抵押登记手续办妥并交银行执管之日止。 此项担保业务经公司

2010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本次担保有关的协议已签订，截至2017年3月31日，各银行实际抵押借

款额为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宁分行206.2万元、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宁园湖支行67.3

万元、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宁市五象广场支行392.6万元,合计666.1万元。

（4）按照房地产经营惯例和银行要求，子公司广西五洲房地产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五洲房地产公司” ）

为购买其开发的“五洲·半岛阳光” 房地产项目商品房，并向建设银行百色分行、工商银行百色分行以及广西

百色右江农村合作银行等金融机构申请办理商业按揭贷款客户提供阶段性担保，担保类型为阶段性担保，担

保金额为2.9亿元，担保期限自商品房转让合同生效之日起至商品房承购人所购住房《房屋他项权证》及抵押

登记手续办妥并交银行执管之日止。此项担保业务经公司2014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截止2017年3月31日，

工商银行发生贷款担保金额为2,620.00万元。

（5）按照房地产行业商业惯例和银行要求，金桥公司为购买其开发的金桥农产品批发市场二期商铺，并

在工行南宁市高新支行申请办理按揭贷款的客户提供阶段性的连带责任保证担保，担保金额为9000万元，担

保期限自商铺转让合同生效之日起至商铺承购人所购商铺《房屋他项权证》及抵押登记手续办妥并交银行

执管之日止。此项担保业务经公司2016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截止2017年3月31日，发生担保余额

为0。

3.2.2�关联交易

五洲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22次会议审议通过 《关于控股子公司广西岑罗高速公路有限责任公司与广西

信达高速公路有限公司签订代管协议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由控股子公司广西岑罗高速公路有限责任公司

（以下简称“岑罗公司” ）与广西信达高速公路有限公司签订代管协议，由岑罗公司代管岑溪至水汶高速公路

（以下简称“岑水高速” ）事项。 五洲公司、广西信达高速公路有限公司控股股东同为广西交通投资集团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交投集团” ），本次形成关联交易，公司并于2016年12月22日披露了关联交易的公告。 岑水

高速2017年1月5日正式开通试运营。该路段经广西自治区人民政府批准，收费期限暂核定为4年,根据岑罗公

司签订的《岑溪至水汶高速公路委托试运营管理合同书》约定，岑罗公司代管岑水高速期限为2年。

3.2.3� �其他事项

(1)经致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的2016年财务报告披露，截止2016年12月31日，公司与控

股股东交投集团的控股子公司广西五洲国通投资有限公司存在一笔金额为742,847,698.11元的非经营性资

金占用。 2016年4月14日，广西五洲国通投资有限公司的控股股东即交投集团（甲方）、广西五洲国通投资有

限公司（乙方）、本公司（丙方）已签订三方协议书。 截至本期披露日，广西五洲国通投资有限公司2017年已

按协议计划归还156,268,198.73元。

(2)�公司收到控股子公司广西凭祥新恒基投资有限公司的报告，因发展经营需要，经凭祥市工商局同意，“广

西凭祥新恒基投资有限公司” 更名为“广西凭祥合越投资有限公司” 。相关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已办理完毕,并

取得换发后的营业执照,其他登记事项未发生变更。

(3)公司收到全资子公司南宁金桥农产品有限公司的报告,经南宁市工商局核准,“南宁金桥农产品有限

公司” 名称变更为“广西五洲金桥农产品有限公司” 。相关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已办理完毕,并取得换发后的营

业执照,其他登记事项未发生变更。

(4)公司收到二级子公司广西百兴交通建设有限公司的报告,经南宁市工商局核准,“广西百兴交通建设

有限公司” 名称变更为“广西五洲兴通投资有限公司” 。相关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已办理完毕,并取得换发后的

营业执照。

(5)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2015年10月26日）、2015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2015年11月12日）

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发行债券的议案》，并于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2016年12月5日）、2016年第

五次临时股东大会（2016年12年21日）审议通过了《关于延长发行公司债券股东大会决议有效期的议案》。

上海证券交易所2017年3月23日出具了 《关于对公司非公开发行公司债券挂牌转让无异议的函》（以下简称

“本函” ）：同意公司面向合格投资者非公开发行总额不超过10亿元的公司债券，由国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承

销。 本次债券采取分期发行方式。 公司应在本函出具之日起12个月内组织发行。 本函自出具之日起12个月内

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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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西五洲交通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梁君

日期 2017年4月27日

证券代码：

600368

证券简称：五洲交通 公告编号：临

2017-025

广西五洲交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第八届

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决议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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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西五洲交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于2017年4月27日（星期

四）上午以通讯表决方式召开。 会议通知于2017年4月17日发出，会议材料也以电子邮件或送达的方式发出。

会议应参加表决董事11人，实际参加表决董事11人,� 分别是梁君、郑海军、张毅、韩钢、周异助、黄新颜、杨旭

东董事和赵振、秦伟、咸海波、孙泽华独立董事。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

定。

会议审议通过以下议案并作出决议：

1、关于审议公司2017年第一季度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赞成11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2、关于审议公司修订相关管理制度的议案

为规范公司运作，理顺业务流程，协调纵横向管理职责，公司对相关管理制度进行以下完善及修订：新增

公司资金管理办法；修订原有公司财务会计制度（于2012年11月20日经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

议通过），修订公司基本会计政策（于2012年12月21日经公司2012年第六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其中公司基本会计政策需提请股东大会审议。

表决结果：赞成11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3、关于审议公司内部管理机构部分调整的议案

公司对内部管理机构进行部分调整，增设5个部门、更名1个部门、撤销1个部门，具体情况为：增设工程

部、收费机电部、资本运营部、企划部、纪检监察室；原监察审计部更名为审计部（纪检监察室与审计部合署办

公）；撤销公路运营管理中心，原公路运营管理中心职能对应并入公司相关职能部门。

表决结果：赞成11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特此公告

广西五洲交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7年4月28日

证券代码：

600368

证券简称：五洲交通 公告编号：临

2017-026

广西五洲交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第八届

监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决议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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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广西五洲交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八届监事会第十一次会议于2017年4月27日（星期

四）上午以通讯表决的方式召开。 会议通知于2017年4月17日发出，会议材料也以电子邮件或送达的方式发

出。会议应参加表决监事5人，实际参加表决监事5人,�分别是余丕团、苏爱科、孙旭、侯红英、林明。符合《公司

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会议审议通过以下议案并作出决议：

1、关于公司更换第八届监事会监事的议案

因公司收到股东单位广西国宏经济发展集团有限公司《关于不再担任董事、监事以及不再推荐候选人的

函》及高力生先生辞职报告，高力生先生不再担任公司第八届监事会监事。根据《公司章程》及股东单位招商

局公路网络科技控股股份有限公司的推荐，公司监事会同意更换王静女士为公司第八届监事会监事，任期从

提请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八届监事会换届选举完成之日止。

本议案需提请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对议案的表决结果为：赞成5票；反对0票，弃权0票。

2、公司2017年第一季度报告

监事会对公司2017年第一季度报告发表如下审核意见：

（1）公司2017年第一季度报告编制和审核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公司章程和公司内部管理制度的各项规

定。

（2）公司2017年第一季度报告的内容和格式符合中国证监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的各项规定，所包含的

信息能从各方面真实地反映出公司2017年第一季度的经营管理和财务状况。

（3）在提出本意见前，未发现参与公司2017年第一季度报告编制和审核的人员有违反保密规定的行为。

（4）我们保证公司2017年第一季度报告所披露的信息真实、准确、完整，承诺其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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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议案的表决结果为：赞成5票；反对0票，弃权0票。

特此公告

广西五洲交通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17年4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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