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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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负责人李耀杰、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狄洁华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王月保证季度报告中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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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96,340,372.96 1,779,686,409.34 -4.6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915,014,619.94 886,070,668.71 3.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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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792,644.71 -6,701,005.53 -6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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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3,623,532.90 220,486,126.64 5.9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28,943,951.23 13,642,066.14 112.1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

28,838,179.79 12,429,957.27 132.01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3.21 1.63 增加1.58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6 0.08 100.00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6 0.08 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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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656.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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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0,786.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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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085.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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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5

所得税影响额 -18,756.73

合计 105,771.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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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1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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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安曲江旅游投资（集团）有限

公司

92,733,234 51.66 0 质押 46,088,100 国有法人

青岛齐能化工有限公司 4,370,178 2.43 0 冻结 4,370,178

境内非国有法

人

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华商

大盘量化精选灵活配置混合型

证券投资基金

2,187,549 1.22 0 未知 0 其他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华宝

兴业动力组合混合型证券投资

基金

1,799,806 1.00 0 未知 0 其他

西安市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1,107,174 0.62 0 未知 0 其他

来军 1,077,773 0.60 0 未知 0 境内自然人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华商量化进取灵活配置混合型

证券投资基金

1,006,283 0.56 0 未知 0 其他

北京通三益保健食品有限责任

公司

858,000 0.48 858,000 未知 0

境内非国有法

人

张文素 747,933 0.42 0 未知 0 境内自然人

交银康联人寿保险有限公司－

自有1

700,667 0.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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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安曲江旅游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92,733,234 人民币普通股 92,733,234

青岛齐能化工有限公司 4,370,178 人民币普通股 4,370,178

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华商大盘量化精选灵活配置

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2,187,549 人民币普通股 2,187,549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华宝兴业动力组合混合型证

券投资基金

1,799,806 人民币普通股 1,799,806

西安市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1,107,174 人民币普通股 1,107,174

来军 1,077,773 人民币普通股 1,077,773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华商量化进取灵活配置

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1,006,283 人民币普通股 1,006,283

张文素 747,933 人民币普通股 747,933

交银康联人寿保险有限公司－自有1 700,667 人民币普通股 700,667

UBS���AG 504,117 人民币普通股 504,117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公司未知上述股东之间有无关联关系或属于《上市公司收购管

理办法》规定的一致行动人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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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止2017年3月31日，公司总资产169,634.04万元，较年初减少-8,334.60万元，降幅4.68%；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91,501.46万元，较年初增加2,894.39万元，增幅3.27%。

资产负债表项目中变动幅度较大的有：

单位：元

项目 期末余额 年初余额 变动额 变动率 变动原因

货币资金

90,066,

044.65

195,961,

663.15

-105,895,

618.50

-54.04% 主要为本期偿还借款所致

应收股利 163,863.08 -163,863.08

-100.

00%

主要为收回股利所致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750,000.00 1,200,000.00 -450,000.00 -37.50% 主要为曲江之星减资收回投资所致

短期借款

50,000,

000.00

78,000,

000.00

-28,000,

000.00

-35.90% 主要为本期偿还借款所致

预收款项

39,688,

308.04

23,511,916.55 16,176,391.49 68.80% 主要为预收灯会款所致

应付职工薪酬

30,007,

262.07

48,323,957.55

-18,316,

695.48

-37.90% 主要为实际支付的职工薪酬所致

应付利息 80,003.75 -80,003.75

-100.

00%

主要为支付应付利息所致

少数股东权益 771,156.88 1,287,036.56 -515,879.68 -40.08% 主要为少数股东损益减少所致

利润表项目中变动幅度较大的有：

项目 本期金额 上期金额 变动额 变动率 变动原因

税金及附加

3,882,

444.41

9,979,

860.75

-6,097,

416.34

-61.10% 主要为营改增后营业税减少所致

营业外收入 148,551.04

1,924,

275.16

-1,775,

724.12

-92.28% 主要为收到的政府补助较上年同期减少所致

营业外支出 24,022.82 550,561.90

??-526,

539.08

-95.64% 主要为处置资产较上年同期减少所致

所得税费用

4,821,

926.80

2,608,

130.53

?2,213,

796.27

84.88% 主要为本期利润总额增加所致

现金流量表项目中变动幅度较大的有：

项目 本期金额 上期金额 变动额 变动率 变动原因

收到其他与经营活动有

关的现金

13,157,

475.26

31,472,340.98 -18,314,865.72 -58.19%

主要为本期代收物业水电费、

门票款及收到的政府补助等较

上年同期减少所致

支付的各项税费 9,960,359.99 14,427,997.53 -4,467,637.54 -30.97%

主要为本期收回土地增值税退

税所致

收回投资收到的现金

20,450,

000.00

20,450,000.00 100.00% 主要为本期赎回理财产品所致

取得投资收益收到的现

金

407,945.27 120,000.00 287,945.27 239.95%

主要为本期赎回理财产品收到

的投资收益所致

购建固定资产、 无形资

产和其他长期资产支付

的现金

5,598,534.87 19,312,324.13 -13,713,789.26 -71.01%

主要为公司支付工程款减少所

致

投资支付的现金

20,000,

000.00

20,000,000.00 100.00%

主要为本期购买理财产品支出

所致

取得借款收到的现金

10,000,

000.00

120,000,

000.00

-110,000,

000.00

-91.67%

主要为本期融资规模较上年同

期减少所致

支付其他与筹资活动有

关的现金

150,000.00 755,000.00 -605,000.00 -80.13% 主要为贷款担保费减少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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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公司关于获得政府补助的公告，详见2017年1月4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及

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

2、公司股份解除质押公告，详见2017年1月12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及上海

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

3、公司股份质押公告，详见2017年1月21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及上海证券

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

4、公司2016年年度业绩预增公告，详见2017年1月25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

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

5、关于公司使用自有资金购买理财产品的公告，详见2017年2月23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

《证券日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

6、公司关于归还银行借款的公告，详见2017年2月23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

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

7、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九次会议决议公告，详见2017年3月21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

《证券日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

8、公司第七届监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决议公告，详见2017年3月21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

《证券日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

9、公司关于召开2017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详见2017年3月21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

报》、《证券日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

10、 公司关于选举第八届监事会职工监事的公告， 详见2017年3月21日 《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

报》、《证券日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

11、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三十次会议决议公告，详见2017年4月1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

《证券日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

12、公司关联交易公告，详见2017年4月1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及上海证券

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

13、公司2017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及法律意见书，详见2017年4月7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

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

14、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详见2017年4月7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证

券日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

15、公司第八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详见2017年4月7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证

券日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

16、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决议公告，详见2017年4月19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证

券日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

17、公司第八届监事会第二次会议决议公告，详见2017年4月19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证

券日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

18、公司2016年年度报告及摘要，详见2017年4月19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及

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

19、公司日常关联交易公告，详见2017年4月19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及上海

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

20、公司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公告，详见2017年4月19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

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

21、 公司关于2016年度利润分配议案的公告， 详见2017年4月19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

《证券日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

22、公司关于召开2016年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详见2017年4月19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

《证券日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

23、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西安曲江文化旅游股份有限公司股权分置改革2016年度保荐工作报告书，详见2017

年4月22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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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安曲江文化旅游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李耀杰

日期 2017年4月2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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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负责人王运丹、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陈文灏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高咏欣保证季度报告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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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6,463,824,868.98 55,552,565,305.43 1.6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资产

10,313,021,143.28 10,289,778,152.51 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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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6,143,402.30 1,608,417,344.02 -79.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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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461,156,286.18 4,195,695,862.97 6.3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

73,227,430.76 333,391,035.69 -78.0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

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67,413,271.41 322,203,275.51 -79.08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0.71 3.20 减少2.49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342 0.1558 -78.05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342 0.1558 -78.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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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68,116.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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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955,203.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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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2,130.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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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05,193.90

所得税影响额 -4,579,864.60

合计 5,814,159.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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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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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期内，公司净利润、每股收益与上年同期相比出现大幅下降，主要原因是今年煤炭价格较去年同期大幅上涨，公

司标煤单价较去年同期上涨约55%，导致公司燃料成本大幅上升。

报告期内，公司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较上年同期大幅减少，主要原因是燃煤价格上涨导致购买商品、接受

劳务支付的现金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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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公司拟收购国家电投集团江苏电力有限公司100%股权

公司拟以发行股份以及支付现金方式向国家电投集团收购其持有的江苏公司100%股权，并向不超过10名特定投资

者发行股票募集配套资金，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209,200.00万元。 募集配套资金在扣除发行费用后，将优先用于支付现

金对价，剩余部分将用于募投项目建设。 本次交易完成后，江苏公司将成为上海电力的全资子公司。 本次发行股份及支

付现金购买资产不以配套融资 的成功实施为前提，最终配套融资发行成功与否不影响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

产行为的实施。 如果配套融资未能按计划完成或募集资金不足，则公司将以自筹资金支付本次交易的现金对价及相关

支出。 详见公司于2016年12月11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以及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上刊登

的《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预案(修订稿)》。

上述交易尚处于预案阶段，待审计、评估完成后，公司将修订重组预案，并提交董事会和股东大会审议。 最终方案将

在中国证监会核准后实施。

2.�公司拟收购巴基斯坦KE公司66.40%股份

公司拟以现金方式收购巴基斯坦KES能源公司持有的KE公司 66.40%的股权，可支付对价为17.70亿美元，并视标的

公司经营情况给予交易对方或其指定方奖励金合计不超过0.27亿美元。

详见公司于2016年10月30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以及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上刊登的

《重大资产购买报告书（草案）》。

目前，公司及相关方正积极落实协议约定的全部交割条件，待所有先决条件满足后实施交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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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王运丹

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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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法定代表人孙明波、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于竹明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侯秋燕保证季度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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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868,477,412 30,077,158,487 2.6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16,894,609,909 16,313,952,729 3.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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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49,858,660 1,770,315,771 -12.45

年初至报告期末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

末

比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 7,039,943,927 6,861,626,267 2.6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579,311,983 533,859,403 8.5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

544,488,989 503,561,459 8.13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3.49 3.30 增加0.19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429 0.395 8.51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429 0.395 8.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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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25,1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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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0,851,170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14,063,418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3,259,084

所得税影响额 -5,280,526

合计 34,822,9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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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704户。 其中：A股24,424户，H股股东280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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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青岛啤酒集团有限公司 416,448,055 30.83 0 无 不适用 国有法人

香港中央结算（代理人）有限

公司

370,463,448 27.42 0 未知 境外法人

朝日集团控股株式会社 270,127,836 19.99 0 未知 境外法人

中国证券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40,395,979 2.99 0 未知 国有法人

中国人民人寿保险股份有限

公司－分红－个险分红

26,520,225 1.96 0 未知 其他

中国建银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17,574,505 1.30 0 未知 国有法人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13,854,459 1.03 0 未知 境外法人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任

公司

10,517,500 0.78 0 未知 国有法人

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9,471,774 0.70 0 未知 其他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南方消费活力灵活配置

混合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5,672,782 0.42 0 未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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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青岛啤酒集团有限公司（“青啤集团” ） 416,448,055

人民币普通股 405,132,055

境外上市外资股 11,316,000

香港中央结算（代理人）有限公司 370,463,448 境外上市外资股 370,463,448

朝日集团控股株式会社 270,127,836 境外上市外资股 270,127,836

中国证券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40,395,979 人民币普通股 40,395,979

中国人民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分红－个险

分红

26,520,225 人民币普通股 26,520,225

中国建银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17,574,505 人民币普通股 17,574,505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13,854,459 人民币普通股 13,854,459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10,517,500 人民币普通股 10,517,500

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9,471,774 人民币普通股 9,471,774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方消费活力灵

活配置混合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5,672,782 人民币普通股 5,672,782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1）青啤集团持股数量包括了通过其自身以及全资附属公司持有的

本公司H股股份合计11,316,000股，其本身持有本公司A股股份405,

132,055股。

（2）香港中央结算（代理人）有限公司及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均为香港交易及结算所有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香港中央结算（代理

人）有限公司持有的H股股份为代表其多个客户持有，并已扣除青啤

集团全资附属公司持有的H股股份数量。 而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持

有的A股股份亦为代表其多个客户持有。

除上所述，本公司并不知晓前十名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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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公司报告期内经营活动总体状况的简要分析

报告期内，中国啤酒市场整体消费环境未有明显改善，啤酒行业第一季度实现产量974万千升，同比下降0.9%（数据

来源：国家统计局）。 本公司以“稳增长，调结构” 积极应对国内啤酒行业发展和市场新形势的挑战，继续积极开拓国内

外市场，不断加快产品结构转型升级。 第一季度公司累计实现啤酒销量201万千升，同比增长3%；其中：主品牌“青岛啤

酒” 实现销量106万千升，“奥古特、鸿运当头、经典1903和纯生啤酒” 等高端产品共计实现销量49万千升。 报告期内公

司实现营业收入人民币70.40亿元，同比增长2.60%；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人民币5.79亿元，同比增长8.51%，

保持了稳中有进、稳健向好的经营态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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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1资产负债表主要项目变动分析

单位：千元 币种：人民币

资产负债表项目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期末 增减额 增减比例（%）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

益的金融资产

20,033 - 20,033 -

预付款项 137,318 51,806 85,512 165.06

应收股利 14,811 - 14,811 -

应收利息 100,207 71,557 28,650 40.04

其他应收款 160,368 233,844 -73,476 -31.42

应付票据 214,575 307,517 -92,942 -30.22

预收款项 696,484 1,320,882 -624,398 -47.27

应交税费 731,862 396,467 335,395 84.60

（1）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报告期期末比期初增加20,033千元， 主要原因是报告期内本公

司之全资子公司青岛啤酒财务有限责任公司（“财务公司” ）购买货币基金所致。

（2）预付款项

预付款项报告期期末比期初增加165.06%， 主要原因是报告期内生产性子公司淡季存瓶采取预付结算方式增加所

致。

（3）应收股利

应收股利报告期期末比期初增加14,811千元，主要原因是报告期末新增应收联营公司分红所致。

（4）应收利息

应收利息报告期期末比期初增加40.04%，主要原因是报告期内财务公司应收存放外部金融机构款项利息增加所致。

（5）其他应收款

其他应收款报告期期末比期初减少31.42%，主要原因是报告期内财务公司国债逆回购投资到期所致。

（6）应付票据

应付票据报告期期末比期初减少30.22%，主要原因是报告期内采用票据结算货款方式比重减少所致。

（7）预收款项

预收款项报告期期末比期初减少47.27%，主要原因是报告期内预收酒款减少所致。

（8）应交税费

应交税费报告期期末比期初增加84.60%，主要原因是报告期末应交增值税、应交消费税及应交所得税较期初增加所

致。

3.1.2利润表主要项目变动分析

单位：千元 币种：人民币

利润表项目 2017年1-3月 2016年1-3月 增减额 增减比例（%）

营业收入 7,039,944 6,861,626 178,318 2.60

营业成本 4,157,022 4,041,179 115,843 2.87

税金及附加 592,803 485,919 106,884 22.00

销售费用 1,278,612 1,336,005 -57,393 -4.30

投资收益 14,699 -8,901 23,600 265.13

营业外收入 67,258 39,338 27,920 70.97

营业外支出 23,896 2,468 21,428 868.23

少数股东损益 26,473 -2,037 28,510 1,399.69

（1）营业收入

2017年1-3月营业收入同比增加2.60%，主要原因是报告期内公司主营产品销量上升，使得营业收入增加所致。

（2）营业成本

2017年1-3月营业成本同比增加2.87%，主要原因是报告期内公司主营产品销量上升，使得营业成本增加所致。

（3）税金及附加

2017年1-3月税金及附加同比增加22.00%， 主要原因是报告期内销量上升使得消费税增加以及按财政部相关规定

将房产税、土地使用税、车船税、印花税等相关税费调整计入税金及附加核算所致。

（4）销售费用

2017年1-3月销售费用同比减少4.30%，主要原因是报告期内部分区域市场费用减少所致。

（5）投资收益

2017年1-3月投资收益同比增加265.13%，主要原因是去年同期报告期内青岛啤酒(上海)投资有限公司为本公司之

联营公司，对其确认投资损失所致。

（6）营业外收入

2017年1-3月营业外收入同比增加70.97%，主要原因是报告期内部分子公司收到政府补助增加所致。

（7）营业外支出

2017年1-3月营业外支出同比增加868.23%，主要原因是报告期内个别子公司处置固定资产以及按政府规划要求设

备更新暂时性停工所致。

（8）少数股东损益

2017年1-3月少数股东损益同比增加1,399.69%，主要原因是去年同期报告期内青岛啤酒（上海）实业有限公司存

在少数股东，少数股东分占其经营亏损所致。

3.1.3现金流量表主要项目变动分析

单位：千元 币种：人民币

现金流量表项目 2017年1-3月 2016年1-3月 增减额 增减比例（%）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549,859 1,770,316 -220,457 -12.45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60,108 -986,149 726,041 73.62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949 -337,615 335,666 99.42

（1）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同比减少12.45%，主要原因是报告期内预收货款减少以及支付的瓶箱押金等其

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现金增加所致。

（2）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同比增加73.62%，主要原因是报告期内财务公司收回理财本金所致。

（3）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同比增加99.42%，主要原因是报告期内部分子公司偿还债务支付的现金减少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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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本公司股权分置改革时，原控股股东青岛市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青岛市国资委” ）承诺将在股

改完成后建议青岛啤酒董事会制定并实施包括股权激励在内的长期激励计划。

2007年4月青啤集团通过无偿划转成为公司控股股东后，承接了青岛市国资委在公司股权分置改革实施后所有需履

行的义务和做出的承诺。

2014年6月25日，接公司控股股东青啤集团通知，为使公司管理层与股东、公司之间利益更好的结合，并履行股改承

诺及监管要求，青啤集团将根据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于2020年6月底前推进上市公司提出管理层长期激励计划，经相关

部门批准后，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后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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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青岛啤酒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孙明波

日期 2017-04-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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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负责人董事长贾锐军先生、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董事、副总经理王旭先生及会计机构负责人财务部部长

汪柱雄先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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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661,242,183.24 26,943,645,294.32 2.6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资产

23,088,086,951.58 22,296,663,407.35 3.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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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91,818,827.19 -63,020,985.0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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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95,161,857.28 1,637,013,368.14 15.7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

791,423,544.23 641,035,542.11 23.4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

792,139,847.82 641,109,435.84 23.56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

益率（%）

3.49 3.11 增加0.38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

股）

0.41 0.33 24.24

稀释每股收益（元/

股）

0.41 0.33 24.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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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81,220.06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173,851.40

所得税影响额 238,767.87

合计 -716,303.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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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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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1资产负债表项目大幅度变动情况及原因

单位：元

资产负债表项目 期末余额 年初余额 变动幅度（%）

应收利息 107,431,644.98 188,625,022.33 -43.04%

其他流动资产 1,595,103.76 4,508,463.02 -64.62%

固定资产清理 730,782.31 - -

应付职工薪酬 275,133,795.86 455,441,604.35 -39.59%

应交税费 249,876,555.08 476,261,563.83 -47.53%

应付利息 75,833,331.00 43,333,332.00 75.00%

其他应付款 897,983,817.99 668,929,062.50 34.24%

1） 应收利息同比减少主要是本期公司收到银行存款利息所致；

2） 其他流动资产同比增加主要是公司应交增值税额结转所致；

3） 固定资产清理同比增加主要是本期报废资产尚未清理完毕所致；

4） 应付职工薪酬同比减少主要是本期支付应付职工工资所致；

5） 应交税费同比减少主要是本期支付了应付未付税金所致；

6） 应付利息同比增加主要是本期计提公司债券利息所致；

7） 其他应付款同比增加主要是尚未支付场地、资产租赁费所致。

3.1.2�利润表项目大幅度变动情况及原因

单位：元

利润表项目 本期金额 上期金额 变动比率

营业税金及附加 7,019,099.84 34,704,215.46 -79.77%

财务费用 -17,772,944.15 -47,018,850.62 62.20%

营业外支出 955,387.66 215,921.98 342.47%

1）营业税金及附加同比减少主要是“营改增” 后公司不再缴纳营业税所致；

2）财务费用同比增加主要是本期确认的利息收入同比下降所致；

3）营业外支出同比增加主要是本期公司报废资产处置支出同比增加所致。

3.1.3现金流量表项目大幅度变动情况及原因

单位：元

现金流量表项目 本期金额 上期金额 变动比率

收到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148,413,267.76 23,770,692.03 524.35%

支付的各项税费 502,380,142.33 180,416,895.98 178.46%

支付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41,951,551.76 524,610,296.26 -92.00%

购建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支付的

现金

499,439,437.65 252,533,623.32 97.77%

投资支付的现金 60,000,000.00 - -

1） 收到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同比增加主要是本期收到的利息收入同比增加所致；

2） 支付的各项税费同比增加主要是本期支付的企业所得税、增值税等税金同比增加所致；

3） 支付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同比减少主要是本期尚未支付场地、资产租赁费所致；

4） 购建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支付的现金同比增加主要是本期浦东机场三期扩建工程款支出同比增

加所致；

5） 投资支付的现金同比增加主要是本期支付对联一投资基金的投资款，而去年同期无此投资支出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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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投资建设上海浦东国际机场三期工程项目的议案。 报告期内，该项目实

际投入金额44,700万元，截至报告期末，该项目累计投入金额289,280万元，项目所需资金为公司自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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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国际机场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贾锐军

日期 2017年4月27日

上海国际机场股份有限公司

青岛啤酒股份有限公司

西安曲江文化旅游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代码：

600009

公司简称：上海机场

公司代码：

600706

公司简称：曲江文旅

公司代码：

600600

公司简称：青岛啤酒

公司代码：

600021

公司简称：上海电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