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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代码：

600681

公司简称：百川能源

百川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代码：

603698

公司简称：航天工程

航天长征化学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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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负责人王东海、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袁华伟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

主管人员）袁华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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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881,834,545.96 3,425,573,417.72 13.3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资产

2,219,494,256.10 2,134,320,586.07 3.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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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2,363,939.83 20,611,893.58 -354.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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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5,839,619.68 313,324,282.22 61.4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

83,693,013.93 57,973,393.97 44.3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

83,649,005.51 57,605,643.38 45.21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

益率（%）

3.85 6.68 减少42.37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 （元/

股）

0.09 0.10 -10.00

稀释每股收益 （元/

股）

0.09 0.10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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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5,988.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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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942.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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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253.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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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669.47

合计 44,008.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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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7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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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廊坊百川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385,063,

203

39.94 385,063,203 质押

307,450,

000

境内非国有法

人

曹飞

139,439,

090

14.46 85,000,000 无 0 境内自然人

王东海

126,750,

497

13.15 126,750,497 质押

115,237,

600

境内自然人

中金佳泰（天津）股权投资基

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75,959,990 7.88 7,510,924 无 0

境内非国有法

人

鹏华资产－招商银行－广东

粤财信托－粤财信托·百川1

号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16,109,995 1.67 0 无 0 其他

王东江 16,010,376 1.66 16,009,476 质押 16,000,000 境内自然人

王东水 14,241,629 1.48 14,241,629 质押 14,240,000 境内自然人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光

大保德信优势配置混合型证

券投资基金

12,935,427 1.34 0 无 0 其他

武汉国有资产经营有限公司 12,827,422 1.33 0 无 0 国有法人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中欧明睿新起点混合型

证券投资基金

4,911,742 0.51 0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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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金佳泰（天津）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68,449,066 人民币普通股 68,449,066

曹飞 54,439,090 人民币普通股 54,439,090

鹏华资产－招商银行－广东粤财信托－粤

财信托·百川1号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16,109,995 人民币普通股 16,109,995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光大保德信优势

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12,935,427 人民币普通股 12,935,427

武汉国有资产经营有限公司 12,827,422 人民币普通股 12,827,422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欧明睿新

起点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4,911,742 人民币普通股 4,911,742

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欧新动力

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LOF）

3,987,058 人民币普通股 3,987,058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欧精选灵

活配置定期开放混合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

金

3,784,208 人民币普通股 3,784,208

姜渭滨 2,4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2,400,000

西藏汇昇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汇昇新动力

基金

2,388,200 人民币普通股 2,388,2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本报告期内，持有公司5%以上的股东之间廊坊百川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与

王东海存在关联关系，廊坊百川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王东海、王东江及王东

水属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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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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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科目 期末数 期初数 变动比例（%）

货币资金 830,347,545.41 490,037,178.02 69.45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

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

0.00 100,000,000.00 -100.00

应收票据 957,365.84 4,648,718.40 -79.41

预付款项 44,191,512.83 28,390,047.45 55.66

其他应收款 25,382,418.34 15,292,819.43 65.98

存货 881,690,349.32 543,601,441.08 62.19

其他流动资产 110,895,775.89 392,445,565.62 -71.74

递延所得税资产 22,321,068.30 16,920,955.57 31.91

短期借款 200,000,000.00 0.00

应付账款 693,605,845.55 457,747,422.16 51.53

应交税费 9,767,601.61 60,404,465.92 -83.83

其他应付款 57,628,227.68 24,574,899.21 134.50

科目 本期数（1-3月） 上年同期数（1-3月） 变动比例（%）

营业收入 505,839,619.68 313,324,282.22 61.44

营业成本 358,484,310.96 206,109,356.80 73.93

营业税金及附加 1,941,873.58 3,300,964.11 -41.17

销售费用 6,946,393.64 4,741,097.91 46.51

管理费用 26,731,136.66 20,149,112.00 32.67

财务费用 -724,572.89 92,871.25 -880.19

资产减值损失 2,598,180.97 146,631.69 1,672.00

投资收益 5,548,582.20 94,500.00 5,771.52

营业外收入 145,832.87 469,684.45 -68.95

营业外支出 87,154.98 29,291.83 197.54

所得税费用 30,449,847.00 21,082,215.30 44.43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52,363,939.83 20,611,893.58 -354.05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92,674,307.22 819,078,101.56 -76.48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00,000,000.00 -31,342,179.84 738.12

货币资金变动原因说明：本报告期内30,000万元理财产品到期，导致货币资金期末余

额增加。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变动原因说明：本报告期内大厂百

川1,000万元结构性存款和香河百川9,000万元结构性存款到期，导致期末余额减少。

应收票据变动原因说明：本报告期因收到客户交付的银行承兑汇票已承兑，使应收票

据期末余额减少所致。

预付款项变动原因说明：本报告期因“气代煤”等施工工程项目增加，预付材料款增加

所致。

其他应收款变动原因说明：本报告期内因公司承接业务量增加，项目保证金等往来款

增加，导致期末其他应收款余额增加。

存货变动原因说明：本报告期内因“气代煤” 等施工工程项目增加，材料采购增加，且

部分工程项目暂未完工，导致期末存货余额大幅增加。

其他流动资产变动原因说明： 本报告期内公司在其他流动资产核算的29,000万元理

财产品到期，导致期末其他流动资产余额大幅减少。

递延所得税资产变动原因说明：本报告期内由于应收账款计提的坏账准备增加，导致

期末递延所得税资产余额增加。

短期借款变动原因说明：本报告期内新增20,000万元短期借款，导致期末短期借款余

额增加。

应付账款变动原因说明：本报告期内由于因施工工程项目增加，材料采购量大幅增加，

部分材料款和设备款尚未支付，导致应付账款期末余额增加。

应交税费变动原因说明：本报告期内缴纳了2016年第四季度企业所得税，导致期末应

交税费余额减少。

其他应付款变动原因说明：本报告期内因施工项目增加，入围施工队增多，施工队缴纳

的履约保证金增加，导致期末其他应付款余额增加。

营业收入变动原因说明：本报告期内因售气量和燃气接驳业务量的增加，导致营业收

入较上年同期增加。

营业成本变动原因说明：本报告期内因营业收入较上期增加，导致营业成本较上年同

期增加。

营业税金及附加变动原因说明：由于营改增政策的实施，报告期内营业税金及附加比

上年同期减少了营业税，导致本报告期内营业税金及附加减少。

销售费用变动原因说明：因本报告期市场开发业务增加所致。

管理费用变动原因说明：本报告期内管理人员数量的增加以及工资标准的调整，另外

报告期内房屋租赁费用和中介费用的增加，导致管理费用较上年同期出现增长。

财务费用变动原因说明：本报告期内由于银行存款增加，利息收入增加，导致财务费用

较上年同期出现大幅减少。

资产减值损失变动原因说明：本报告期应收款项期末余额增加，计提坏账准备增加，导

致资产减值损失增加。

投资收益变动原因说明：本报告期内收到到期理财产品收益所致。

营业外收入变动原因说明：本报告期资产处置收益较上年同期减少所致。

营业外支出变动原因说明：本报告期补偿支出较上年同期增加所致。

所得税费用变动原因说明:本报告期内利润总额比上年同期增加，故所得税也比上年

同期增加。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变动原因说明：本报告期内因气代煤大量开工，材料采

购额大幅增加，使得报告期内购买商品支付的现金增加，导致本期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量净额减少。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变动原因说明：因上年同期收到86,860.00万元募投资

金，导致本期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减少。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变动原因说明：本报告期取得借款收到的现金增加，导

致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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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股权激励计划

（一）2017年1月6日，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股票期

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事项的议案》，公司董事韩啸、秦涛作为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

方案拟授予的激励对象，对上述议案回避了表决。 公司独立董事就上述议案发表了独立意

见，北京市通商律师事务所就上述议案所涉的相关事项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公司第九届监

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事项的议案》。 具体内

容详见公告编号：2017-004。

（二）2017年2月21日， 公司股票期权首次授予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

海分公司完成相关登记手续，具体内容详见公告编号：2017-018。

二、发行股份购买资产

（一）因正在筹划重大事项，经申请，公司股票已于2017年1月11日起停牌。 停牌期间，

公司于2017年1月25日发布了《百川能源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重组停牌公告》（公告编

号：2017-010）。 2017年2月10日， 发布了 《重大资产重组继续停牌公告》（公告编号：

2017-016）。 2017年3月9日，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通过决议，同意公司向上海

证券交易所申请自2017年3月13日起继续停牌不超过一个月，详见《百川能源股份有限公

司重大资产重组继续停牌公告》（公告编号：2017-024）。

（二）2017年4月7日，公司召开第九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百川

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报告书（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等与本

次交易相关的议案。 并于同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

com.cn）刊登了有关公告。 2017年4月14日，公司收到上海证券交易所上证公函【2017】

0411号 《关于对百川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报告书（草案）信

息披露的问询函》，2017年4月21日，公司按照上海证券交易所相关要求对问询函所列的问

题作出了书面回复并披露公告，并根据该问询函的回复内容对《百川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发

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报告书（草案）》进行修订和补充披露，详见公司在上海证券

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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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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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百川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王东海

日期 2017年4月28日

证券代码

:600681

证券简称

:

百川能源 公告编号

:2017-055

百川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第九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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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百川能源股份有限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于2017年4月27日以现场结合通

讯的会议方式召开。 本次会议通知于2017年4月24日以书面递交、邮件和传真方式送达董

事，本次会议应到董事6人，实到董事6人。 本次董事会会议的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

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出席会议的董事经审议，通过以下议案：

1、《2017年第一季度报告》

审议通过《2017年第一季度报告》。

审议情况：6票赞成 0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回避 表决通过

2、《关于聘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议案》

同意聘任齐晓忠先生、杨轶男先生为公司副总经理（后附简历），任期自本次董事会审

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九届董事会任期届满。

公司独立董事发表了独立意见，具体信息详见公司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www.

sse.com.cn）的《百川能源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第九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相关事

项的独立意见》。

审议情况：6票赞成 0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回避 表决通过

3、《关于聘任公司证券事务代表的议案》

同意聘任高献杰先生为公司证券事务代表，协助董事会秘书履行职责。 任期自本次董

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九届董事会任期届满。

公司独立董事发表了独立意见，具体信息详见公司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www.

sse.com.cn）的《百川能源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第九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相关事

项的独立意见》。

审议情况：6票赞成 0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回避 表决通过

特此公告。

?百川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7年4月28日?

附：齐晓忠先生、杨轶男先生简历

齐晓忠先生，1970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居留权，研究生学历，高级经济师。 1989

年-2004年任职于中石油华北油田，先后任工程师、科长、副处长等职务；2005年-2007年

任中石油中国华油集团燃气事业部副总经理；2008年-2016年任中石油昆仑燃气公司市场

开发一部副总经理、生产运行处副处长、总调度室总调度长、天然气营销处处长；2016年6月

至今任百川燃气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杨轶男先生，1979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居留权，硕士学位。 2002年-2012年任职

于中国石油天然气管道工程有限公司，先后任工程师、分公司副经理、部门副主任、项目支

持部副主任工程师等职务；2013年-2015年任北京中联奥意工程设计咨询有限公司常务副

总经理；2015-2016年任宝塔新能源投资控股有限公司总经理。 2017年至今任百川燃气有

限公司副总经理。

证券代码：

600681

证券简称：百川能源 公告编号：

2017-056

百川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聘任证券事务代表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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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百川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7年4月27日召开第九届董事会第

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证券事务代表的议案》，公司董事会同意聘任高献

杰先生为公司证券事务代表，协助董事会秘书履行职责，任期与本届董事会一致。

高献杰先生于2014年9月参加上海证券交易所第56期董事会秘书资格培训并取得《董

事会秘书资格证明》，符合《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法规中对证券事务代表的

任职条件要求。 高献杰先生与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其

他持有5%以上股份的其他股东无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及其他相关

部门的处罚，不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公司章程》等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证券

事务代表的情形。

个人简历和联系方式：

高献杰先生，1987年出生，中国国籍，本科学历。 2012年3月至2015年12月任百川燃气

有限公司董事会办公室证券事务代表，2016年1月至今任公司董事会办公室副主任。

通讯地址：北京市朝阳区建国门外大街甲6号中环世贸中心C座6层601

邮编：100022

电话：010-85670030

传真：010-85670030

邮箱：baichuandsh@163.com

特此公告。

百川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7年4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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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川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第九届监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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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 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百川能源股份有限公司第九届监事会第十三次会议于2017年4月27日以现场方式召

开。 本次会议通知于2017�年4月21日以书面递交和传真方式送达监事，本次会议应到监事

3人，实到监事3人。本次监事会会议的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

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1、《2017年第一季度报告》

经审核，监事会认为《2017�年第一季度报告》的编制和保密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

和公司内部管理制度，报告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客观反映了公司 2017�年第一季度的实际情况。

审议情况：3票赞成 0票反对 0票弃权 全票通过

2、《关于<2017年第一季度报告>的书面审核意见》

经审核，一致认为： 公司编制的《2017年第一季度报告》公允地反映了公司的经营成

果和财务状况，报告中所披露的信息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和重大

遗漏。

审议情况：3票赞成 0票反对 0票弃权 全票通过

3、《关于选举监事会主席的议案》

选举马福有先生为第九届监事会主席（后附简历），任期自本次监事会审议通过之日

起至第九届监事会任期届满。

审议情况：3票赞成 0票反对 0票弃权 全票通过

特此公告。

百川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监 事 会

2017年4月28日?

附：马福有先生简历

马福有，男，1961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居留权。大专学历，二级建造师。1984-1991

年在永清县针织厂工作，1992-1996年在王牌摩托车公司工作，1997年参与了永清县恒通

天然气开发有限公司的创建，1998年-2005年任永清县恒通天然气开发有限公司经理，

2006-2011年任廊坊百川天然气销售有限公司燕郊区域经理，2011年—2012年任大厂回

族自治县百川燃气销售有限公司经理，2004-2009年任廊坊百川天然气销售有限公司监

事，2009年起任百川燃气有限公司董事，2012年至2016年任百川燃气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2017年起负责百川燃气有限公司安全生产督察工作，2017年4月20日起任百川能源股份有

限公司职工代表监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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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负责人唐国宏、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董毅军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

主管人员）厚雨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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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37,949,428.51 3,594,550,960.33 1.2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资产

2,378,312,019.71 2,345,936,572.74 1.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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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433,790.32 -135,221,687.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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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6,191,961.85 138,245,769.43 12.9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利润

31,792,002.97 3,875,693.77 720.2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的净利润

31,102,810.17 -2,694,948.60 不适用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

率（%）

1.35 0.17 增加1.18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

股）

0.08 0.01 700

稀释每股收益（元/

股）

0.08 0.01 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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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04.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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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09,353.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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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6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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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1,622.26

合计 689,192.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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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7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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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运载火箭

技术研究院

189,558,330 45.98 188,630,981 无 0 国有法人

航天投资控股

有限公司

62,954,904 15.27 62,954,904 无 0 国有法人

北京航天产业投资基金（有

限合伙）

32,352,941 7.85 32,352,941 无 0 其他

北京航天动力研究所 31,438,497 7.63 31,438,497 无 0 国有法人

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

转持二户

8,152,089 1.98 8,152,089 未知 - 国有法人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

任公司

2,301,000 0.56 0 未知 - 未知

张流绪 2,286,321 0.55 0 未知 - 未知

张浩 800,005 0.19 0 未知 - 未知

许春辉 758,300 0.18 0 未知 - 未知

楼向前 752,940 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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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2,301,000 人民币普通股 2,301,000

张流绪 2,286,321 人民币普通股 2,286,321

中国运载火箭技术研究院 927,349 人民币普通股 927,349

张浩 800,005 人民币普通股 800,005

许春辉 758,300 人民币普通股 758,300

楼向前 752,940 人民币普通股 752,940

交通银行－汇丰晋信动态策略混合型证券投

资基金

665,601 人民币普通股 665,601

郭童波 590,182 人民币普通股 590,182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华夏新经济灵活配

置混合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542,600 人民币普通股 542,600

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东方红睿阳灵

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529,400 人民币普通股 529,4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中国运载火箭技术研究院、航天投资控股有限公司、北京航天动力研究

所的实际控制人均为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公司。 除此之外，公司未知前十

名无限售流通股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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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本期末，其他应收款为7,631,608.70元，较年初增加69.91%，主要是由于公司本期对

外支付投标保证金所致；

2、本期末，其他非流动资产为194,800.00元，较年初减少40.97%，主要是由于公司本期

对固定资产、无形资产以及其他长期资产的采购预付款减少所致；

3、本期末，应付票据为18,239,857.66元，较年初增加114.97%，主要是由于公司本期

为支付供应商货款，新开具承兑汇票所致；

4、本期末，应交税费为14,435,969.81元，较年初减少55.40%，主要是由于年初应缴的

企业所得税和个人所得税在本期缴纳导致；

5、本期，税金及附加为1,233,575.50，较上年同期增加149.84%，主要是由于本期应交

增值税增加，进而导致城建税、教育费附加和地方教育费附加增加；

6、本期，财务费用为-7,737,763.06元，较上年同期减少789.31%，主要是由于公司本

期收到杭锦旗项目分期收款利息收入605万元导致；

7、本期，资产减值损失为-1,732,158.22元，较上年同期减少32.5%，主要是由于公司

本期收回以前年度应收款项所致；

8、本期，投资收益为零，较上年同期减少100%，上年同期的投资收益主要是2015年底

的结构性存款在2016年一季度到期产生的，本期无此项收益；

9、本期，利润总额为36,877,951.80元，较上年同期增加750.50%，主要是由于公司本

期结算项目的特点导致。 公司不同业务的实施周期存在较大不同，因此会造成不同会计期

间业务收入结构的变化；

10、本期，所得税费用为5,085,948.83元，较上年同期增加1004.82%，主要是由于利润

总额较上年同期增加所致；

11、 本期，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31,792,002.97元， 较上年同期增加

720.29%，主要是由于公司本期结算项目的特点所致；

12、 本期， 销售商品、 提供劳务收到的现金为116,162,846.89元， 较上年同期增加

81.42%，主要是由于公司本期以现汇方式收款金额较去年同期增加所致；

13、 本期， 收到的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为13,645,264.86元， 较上年同期增加

136.11%，主要是因为公司本期收到杭锦旗项目分期收款利息708万元所致；

14、 本期， 购买商品、 接受劳务支付的现金为20,541,183.84元， 较上年同期减少

84.80%，主要是受公司本期在实施的项目数量、项目特点以及项目进度影响；

15、 本期， 支付给职工以及为职工支付的现金为40,803,591.65元， 较上年同期增加

31.60%，主要是由于公司本期支付的上年度12月份个人所得税增加所致；

16、本期，支付的各项税费为24,181,479.73元，较上年同期增加131.21%，主要是由于

公司本期缴纳的企业所得税、增值税及相应的税金及附加增加所致；

17、 本期， 支付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为11,848,066.21元， 较上年同期减少

58.28%，主要是由于公司上年同期支付的往来款较多导致；

18、本期，收回投资收到的现金为0元，上年同期为770,000,000.00元，主要是由于公

司上年度的结构性存款到期转存货币资金，本期无结构性存款投资；

19、本期，取得投资收益收到的现金为0元，上年同期为6,654,521.01元，上年同期的投

资收益主要是2015年底的结构性存款在2016年一季度到期产生的，本期无此项收益；

20、本期，购建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支付的现金为660,422.39元，较上

年同期减少96.88%，主要是由于本期基建投资付款较去年同期减少所致；

21、本期，投资支付的现金为0元，上年同期为500,000,000.00元，主要是由于公司本

期未安排结构性存款投资所致；

22、 本期， 分配股利、 利润或偿付利息支付的现金为22,130.67元， 较上年同期增加

2059.53%，主要是由于公司本期代扣代缴的红利税增加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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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名称 航天长征化学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唐国宏

日期 2017年4月26日

公司代码：

601500

公司简称：通用股份

江苏通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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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负责人顾萃、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张高荣 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

管人员）张高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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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906,082,416.37 3,716,574,158.83 5.1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资产

2,564,797,456.46 2,533,534,820.29 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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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353,487.81 292,717,257.98 -96.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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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99,842,929.77 554,034,643.36 62.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

29,278,706.04 19,877,357.76 47.3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

利润

27,456,261.00 19,282,063.08 42.39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1.15% 1.25% 下降0.1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4 0.04 0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4 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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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明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 -69,665.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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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88,5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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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4,322.51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222,703.80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333,416.07

合计 1,822,445.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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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3,1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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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红豆集团有限公司 532,000,000 73.19 532,000,000 无 0 境内非国有法人

无锡红豆国际投资有限

公司

20,000,000 2.75 20,000,000 无 0 境内非国有法人

郝峰 435,233 0.06 0 无 0 境内自然人

吴青 386,800 0.05 0 无 0 境内自然人

领航投资澳洲有限公司-

领航新兴市场股指基金

（交易所）

345,300 0.05 0 无 0 境外法人

沈萍 314,000 0.04 0 无 0 境内自然人

刘明 312,200 0.04 0 无 0 境内自然人

李飞霞 277,400 0.04 0 无 0 境内自然人

白净 238,100 0.03 0 无 0 境内自然人

魏润川 235,800 0.03 0 无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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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郝峰 435,233 人民币普通股 435,233

吴青 386,800 人民币普通股 386,800

领航投资澳洲有限公司-领航新兴市场股指

基金（交易所）

345,300 人民币普通股 345,300

沈萍 314,000 人民币普通股 314,000

刘明 312,200 人民币普通股 312,200

李飞霞 277,400 人民币普通股 277,400

白净 238,100 人民币普通股 238,100

魏润川 235,800 人民币普通股 235,800

陈公美 228,417 人民币普通股 228,417

张之卿 220,000 人民币普通股 220,0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红豆集团有限公司是本公司的控股股东，无锡红豆国际投资有限公司为其

一致行动人。 流通股股东之间未知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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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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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1资产负债表项目大幅变动原因分析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主要会计科目 期末余额 期初余额 增减比例 变化原因

货币资金 740,396,273.46 535,126,052.95 38%

主要是由于本期赎回银行理财产

品及票据保证金增加所致

应收票据 39,184,035.94 27,662,531.32 42%

主要是本期部分客户使用票据结

算增加所致?

其他应收款 588,813.37 2,302,494.91 -74% 主要是由于期货保证金减少所致

其他流动资产 3,936,133.84 136,221,031.72 -97%

主要是由于本期赎回购买理财产

品减少所致??

短期借款 116,000,000.00 24,000,000.00 383.33%

主要是本期新增银行短期借款所

致?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

其变动计入当期损

益的金融负债

35,700.00 481,600.00 -92.59%

?主要是期末购买的期货产品公允

价值变动所致?

应交税费 28,392,236.17 41,820,453.93 -32.11%

主要是上期末未交税金已在本期

缴纳

应付利息 182,028.00 80,527.78 126.04% 主要是本期借款规模增加所致

其他应付款 55,457,446.07 33,371,689.36 66.18% 主要是本期招标保证金增加所致

3.1.2利润表项目大幅变动原因分析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主要会计科目 2017年1-3月 2016年1-3月 增减比例 变化原因

营业收入 899,842,929.77 554,034,643.36 62.4%

主要是本期通过强化营销服务

提升了全钢产品的销量及原材

料价格上涨带动销售价格上涨

所致

营业成本 772,363,564.66 459,453,549.38 68.1%

主要是随着原材料成本上升及

营业收入的增长而相应增长所

致

销售费用 33,186,367.26 23,433,517.55 41.6%

主要是随着本期产品销量的增

加对应物流运输费用增加所致

管理费用 55,147,438.20 40,653,170.89 35.7%

主要是本期研发费用投入增加

所致

财务费用 981,443.14 10,154,529.80 -90.3%

主要是本期的融资规模减少所

致

资产减值损失 3,112,660.55 -4,282,076.71 172.7%

主要是本期公司应收账款坏账

准备和存货跌价准备增加所致

营业外收入 1,811,203.8 1,215,448.00 49.0%

主要是本期收到的政府补助较

上年同期增加所致

营业外支出 69,665.2 136,444.26 -48.9%

主要是防洪保安基金暂停征收

的影响

所得税费用 4,524,801.3 3,259,837.89 38.8% 主要是本期营业利润增加所致

3.1.3现金流量表项目大幅变动原因分析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主要会计科目 2017/3/31 2016/3/31 增减比例 变化原因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净额

9,353,487.81 292,717,257.98 -96.80%

主要是本期预收账款的增加较

上年减少及本期购买商品支付

的现金较上年增加导致现金流

量净额减少?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净额

36,174,559.71 -62,490,262.93 -157.89%

主要是本期收回银行理财产品

的投资所致?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净额

91,271,141.68 -52,483,858.22 -273.90%

主要是本期银行借款增加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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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事项类型 进展及查询索引

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

金进行现金管理

公司于2016年10月11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

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同意在12个月内使用不超过1.5亿元的闲置募集资金适时购买安全

性高、流动性好、有保本约定的理财产品。 截止目前已实施现金管理的闲置募集资金金额为

1.45亿元。 公司已于2016年10月12日、2016年10月13日披露了关于募集资金现金管理事项的

公告。（详见公告编号2016-012,2016-013）。

截至2016年12月31日，募集资金实施现金管理余额为1.36亿元（其中建设银行乾元保本型

16年161期理财6000万元，建设银行乾元-周周利开放式保本理财产品3100万元，中国银行人民

币按期开放理财产品4500万元）。

建设银行乾元保本型16年161期理财6000万元赎回情况：2017年3月7日，赎回6000万元,收

益655890.41元；

中国银行人民币按期开放理财产品4500万元赎回情况：2017年1月12日，赎回4500万元，收

益226849.32元；公司于2017年3月1日继续向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无锡港下支行认购了人民

币4500万元保证收益型理财产品，（公司已于2017年3月2日披露了关于募集资金继续进行现金

管理事项的公告，详见公告编号2017-003），2017年3月22日赎回该产品4500万元，收益

75082.19元。

建设银行乾元-周周利开放式保本理财产品3100万元赎回情况：2017年1月11日，赎回500

万元，收益26465.75元，2017年1月16日，赎回1500万元，收益89753.42元，2017年3月7日，赎回

1100万元，收益101260.27元。

截止一季度末,实施现金管理的闲置募集资金余额为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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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苏通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顾萃

日期 2017年4月26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