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节 重要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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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次季报的董事会会议。

公司负责人李元海、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武芙蓉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蒋雪瑞声明：保证季度报告中财务报表的

真实、准确、完整。

第二节 公司基本情况

一、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因会计政策变更及会计差错更正等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

减

营业收入（元） 872,984,113.90 770,683,483.56 13.2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32,162,930.38 5,023,672.61 540.2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元）

28,689,830.77 1,060,370.39 2,605.64%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150,269,853.13 76,070,427.84 97.54%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693 0.0108 540.23%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693 0.0108 540.23%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3.55% 0.35% 3.20%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

增减

总资产（元） 10,899,326,014.92 10,600,494,231.82 2.8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909,297,806.70 889,737,011.55 2.20%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项目 年初至报告期期末金额 说明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包括已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冲销部

分）

-746,673.30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与企业业务密切相关，按照国

家统一标准定额或定量享受的政府补助除外）

4,848,114.14

债务重组损益 41,535.33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669,876.56

合计 3,473,099.61 --

对公司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1号———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界定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以及把

《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1号———非经常性损益》中列举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的项目，应

说明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将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1号———非经常性损益》定义、列举的非经常性损益

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的项目的情形。

二、报告期末股东总数及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1、普通股股东总数和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数量及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45,875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

优先股股东总数（如

有）

0

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

条件的股份

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湖北双环化工集

团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25.11% 116,563,210 0 质押 57,000,000

卜现梓 境内自然人 1.19% 5,503,222 0

徐虎林 境内自然人 0.79% 3,660,057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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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境内非国有法人 0.75% 3,486,810 0

陈礼英 境内自然人 0.74% 3,437,111 0

中国农业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富

兰克林国海弹性

市值混合型证券

投资基金

境内非国有法人 0.74% 3,429,747 0

屈仁丽 境内自然人 0.68% 3,172,665 0

毛路平 境内自然人 0.59% 2,751,558 0

陈曦 境内自然人 0.41% 1,905,901 0

金燕飞 境内自然人 0.40% 1,844,845 0

前10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股份数量

股份种类

股份种类 数量

湖北双环化工集团有限公司 116,563,210 人民币普通股

卜现梓 5,503,222 人民币普通股

徐虎林 3,660,057 人民币普通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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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86,810 人民币普通股

陈礼英 3,437,111 人民币普通股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富兰克林国海弹

性市值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3,429,747 人民币普通股

屈仁丽 3,172,665 人民币普通股

毛路平 2,751,558 人民币普通股

陈曦 1,905,901 人民币普通股

金燕飞 1,844,845 人民币普通股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不适用

前10名普通股股东参与融资融券业务情况说明

（如有）

卜现梓通过信用账户持股1552200股，徐虎林通过信用账户持股3000057

股，毛路平通过信用账户持股15878580股，陈曦通过信用账户持股1905901

股。

公司前10名普通股股东、前10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在报告期内是否进行约定购回交易

□ 是 √ 否

公司前10名普通股股东、前10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在报告期内未进行约定购回交易。

2、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10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 适用 √ 不适用

第三节 重要事项

一、报告期主要财务数据、财务指标发生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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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6年12月28日，公司在指定媒体披露了《双环科技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预案》等相关公告。

根据2017年2月15日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发布的《关于修改〈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的决定》，公司于

2017年2月24日召开公司八届二十八次董事会、八届十次监事会，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公司向特定投资者非公开发行股票

方案的议案》等非公开发行相关调整议案，并将相关公告在指定媒体进行了挂网披露。

重要事项概述 披露日期 临时报告披露网站查询索引

湖北双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八届二十

八次董事会决议公告

2017年02月25日

公告编号：2017-013，公告名称：《湖北双环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八届二十八次董事会决议公

告》，刊登媒体：《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

《上海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

cninfo.com.cn

湖北双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八届十次

监事会决议公告

2017年02月25日

公告编号：2017-014，公告名称：《湖北双环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八届十次监事会决议公告》，

刊登媒体：《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

海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

com.cn

湖北双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非公

开发行A股股票预案修订说明的公告

2017年02月25日

公告编号：2017-015，公告名称：《湖北双环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预案

修订说明的公告》，刊登媒体：《证券时报》、

《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湖北双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非公

开发行A股股票摊薄即期回报及填补

措施的公告（修订稿）

2017年02月25日

公告编号：2017-016，公告名称：《湖北双环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摊薄

即期回报及填补措施的公告（修订稿）》，刊登

媒体：《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

券报》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

cn

湖北双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关于公司修订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事

项的独立意见

2017年02月25日

文件名称：《湖北双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独立

董事关于公司修订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事项的

独立意见》，刊登媒体：《证券时报》、《中国证

券报》、《上海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http:

//www.cninfo.com.cn

湖北双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

行A股股票预案（修订稿）

2017年02月25日

文件名称：《湖北双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非公

开发行A股股票预案（修订稿）》，刊登媒体：

《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

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湖北双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

行A股股票募集资金使用可行性分析

报告（修订稿）

2017年02月25日

文件名称：《湖北双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非公

开发行A股股票募集资金使用可行性分析报告

（修订稿）》，刊登媒体：《证券时报》、《中国证

券报》、《上海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http:

//www.cninfo.com.cn

三、公司实际控制人、股东、关联方、收购人以及公司等承诺相关方在报告期内超期未履行完毕的承诺事项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公司实际控制人、股东、关联方、收购人以及公司等承诺相关方在报告期内超期未履行完毕的承诺事项。

四、对2017年1-6月经营业绩的预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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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证券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证券品

种

证券代

码

证券简

称

最初投

资成本

（元）

期初持

股数量

（股）

期初持

股比例

期末持

股数量

（股）

期末持

股比例

期末账

面值

（元）

报告期

损益

（元）

会计核

算科目

股份来源

股票 000422

湖北宜

化

576,

368.96

400,

272

0.04%

400,

272

0.04%

2,689,

827.84

可供出

售金融

资产

湖北宜化设立

时购买的法人

股

股票

SZ3005

57

理工光

科

5,929,

321.73

1,402,

500

2.52%

1,402,

500

2.52%

93,

462,

600.00

可供出

售金融

资产

双环科技控股

子公司湖北双

环科技发展有

限公司2009年

清算，将双环

发展持有的理

工光科股权按

双环科技对双

环发展的持股

比例进行分

配，由双环科

技持有

合计

6,505,

690.69

1,802,

772

--

1,802,

772

--

96,

152,

427.84

0.00 -- --

证券投资审批董事会公告披

露日期

1997年04月15日

证券投资审批股东会公告披

露日期（如有)

六、衍生品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衍生品投资。

七、报告期内接待调研、沟通、采访等活动登记表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内未发生接待调研、沟通、采访等活动。

八、违规对外担保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违规对外担保情况。

九、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对上市公司的非经营性占用资金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对上市公司的非经营性占用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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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重要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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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次季报的董事会会议。

公司负责人王成栋、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王旭光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周云声明：保证季度

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第二节 公司基本情况

一、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因会计政策变更及会计差错更正等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

减

营业收入（元） 42,587,399.38 20,738,208.12 105.3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8,746,620.64 -11,281,559.65 -22.4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元）

-9,189,710.42 -11,770,255.06 -21.92%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12,801,828.52 -1,527,456.54 738.11%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2 -0.03 -33.33%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2 -0.03 -33.33%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59% -1.22% -0.37%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

增减

总资产（元） 1,196,736,965.55 1,165,528,072.32 2.6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547,015,239.99 553,127,627.51 -1.11%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项目 年初至报告期期末金额 说明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包括已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冲销部

分）

-5,723.41

越权审批或无正式批准文件的税收返还、减免 0.00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与企业业务密切相关，按照国

家统一标准定额或定量享受的政府补助除外）

531,727.42

计入当期损益的对非金融企业收取的资金占用费 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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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0

非货币性资产交换损益 0.00

委托他人投资或管理资产的损益 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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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0

债务重组损益 0.00

企业重组费用，如安置职工的支出、整合费用等 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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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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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0

与公司正常经营业务无关的或有事项产生的损益 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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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0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1,327.85

减：所得税影响额 81,586.38

合计 443,089.78 --

对公司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1号———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界定的非经常性

损益项目，以及把《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1号———非经常性损益》中列举的非经常性

损益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的项目，应说明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将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1号———非经常性损益》定义、

列举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的项目的情形。

二、报告期末股东总数及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1、普通股股东总数和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数量及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

数

23,573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

数（如有）

0

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

售条件的

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海南双成投资有限公

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34.45% 139,516,546 0 质押

97,180,

000

HSP�INVESTMENT�

HOLDINGS�

LIMITED

境外法人 16.03% 64,915,479 0

王世忱 境内自然人 2.91% 11,766,416 0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长信量化先锋混

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1.84% 7,458,211 0

赖福平 境内自然人 1.48% 6,005,500 0

杨小霞 境内自然人 0.70% 2,829,400 0

王采勇 境内自然人 0.69% 2,802,900 0

胡军 境内自然人 0.56% 2,261,407 0

王成栋 境内自然人 0.52% 2,110,906 1,583,179

徐功荣 境内自然人 0.50% 2,007,500 0

前10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股份数量

股份种类

股份种类 数量

海南双成投资有限公司 139,516,546 人民币普通股

139,516,

546

HSP�INVESTMENT�HOLDINGS�

LIMITED

64,915,479 人民币普通股

64,915,

479

王世忱 11,766,416 人民币普通股

11,766,

416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长信量化先

锋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7,458,211 人民币普通股 7,458,211

赖福平 6,005,500 人民币普通股 6,005,500

杨小霞 2,829,400 人民币普通股 2,829,400

王采勇 2,802,900 人民币普通股 2,802,900

胡军 2,261,407 人民币普通股 2,261,407

徐功荣 2,007,500 人民币普通股 2,007,500

张玲 2,006,255 人民币普通股 2,006,255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双成药业实际控制人王成栋先生直接持有海南双成投资有限公司 100%股份；双成药业

实际控制人 Wang�Yingpu先生直接持有 HSP�Investment�Holdings�Limited100%股

份；王成栋先生与 Wang�Yingpu�先生为父子关系。 此外，公司未知前十大无限售条件股

东之间，以及前 10�名无限售流通股股东和前 10�名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以及是

否属于《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前10名普通股股东参与融资融券业务

情况说明（如有）

公司股东王世忱除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9,696,416股外，还通过华泰证券公司客户信用

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2,070,000股，实际合计持有11,766,416股。 公司股东胡军除通

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0股外，还通过中信建投证券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2,

261,407股，实际合计持有2,261,407股。 公司股东徐功荣除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0股

外，还通过海通证券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2,007,500股，实际合计持有2,

007,500股。

公司前10名普通股股东、前10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在报告期内是否进行约定购回交易

□ 是 √ 否

公司前10名普通股股东、前10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在报告期内未进行约定购回交易。

2、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10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 适用 √ 不适用

第三节 重要事项

一、报告期主要财务数据、财务指标发生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一）合并资产负债表项目变动情况说明

1、货币资金报告期末较期初减少40.88%，主要原因是报告期内公司使用货币资金采购工程和设备所致。

2、应收账款报告期末较期初增加40.30%，主要原因是报告期内随着医药行业两票制政策在全国各省市

陆续实施，公司的营销模式随之进行调整，使应收账款余额增加所致。

3、其他流动资产报告期末较期初增加197.46%，主要原因是报告期内委托理财本金增加所致。

4、其他非流动资产报告期末较期初增加181.52%，主要原因为报告期内全资子公司宁波双成预付工程设

备款增加所致。

5、短期借款报告期末较期初减少94.74%，主要原因是报告期内母公司偿还平安银行及浦发银行短期借

款所致。

6、应付票据报告期末较期初增加66.31%，主要原因为报告期内全资子公司宁波双成应付物料采购款增

加所致。

7、应付账款报告期末较期初增加55.82%，主要原因为报告期内应付物料、设备及工程采购款增加所致。

8、应付职工薪酬报告期末较期初减少44.92%，主要原因是期初余额包含未发放的年终奖金等原因所致。

9、应交税费报告期末较期初减少63.71%，主要原因系报告期内实际支付上年增值税，本期应缴纳增值税

减少所致。

10、应付利息报告期末较期初减少42.21%，主要原因是报告期内偿还平安银行及浦发银行短期借款，短

期借款应付利息减少所致。

11、其他应付款报告期末较期初增加1028.56%，主要原因系报告期内向控股股东海南双成投资有限公司

借入2.2亿元人民币无息借款所致。

（二）合并利润表项目变动情况说明

1、营业收入较上年同期增加105.36%，主要原因系产品销量以及营销模式调整使结算价格同比提高共同

影响所致。

2、营业成本较上年同期增加44.34%%，主要原因是报告期药品销售量增加，相应的销售成本也增加所

致。

3、营业税金及附加较上年同期增加431.81%，主要原因是根据财政部于2016年12月3日发布了《增值税

会计处理规定》（财会[2016]22号），本期税金及附加包括印花税、车船使用税、房产税、土地使用税等，而上

年同期并未包含，同时本期应交增值税增加使得应交附加税也同比增加所致。

4、销售费用较上年同期增加829.34%，主要原因为公司营销模式调整，市场开发费用大幅增加所致。

5、投资收益较上年同期减少117.16%，主要原因为报告期内对联营企业杭州澳亚的投资收益减少所致。

6、营业外收入较上年同期减少93.88%，主要原因为报告期内处置固定资产损失及过期报废的物料减少

所致。

7、所得税费用本期未计提，主要原因为本期亏损以及未来是否能够获得足够的应纳税所得额及盈利时

间具有不确定性，故本期末未确认相关所得税费用。

8、基本每股收益和稀释每股收益较上年同期下降33.33%，主要原因为报告期内经营亏损所致。

（三）合并现金流量表项目变动情况说明

1、支付给职工及为职工支付的现金较上年同期增加31.96%，主要原因系报告期内全资子公司宁波双筹

建期已完成，人工费计入该项现金流项目所致。

2、支付的各项税费较上年同期减少42.93%，主要原因是报告期内双成药业支付上年企业所得税减少所

致。

3、收回投资收到的现金较上年同期增加196.74%，主要原因系报告期内理财投资增加对应的收回本金增

加所致。

4、取得投资收益所收到的现金较上年同期减少6.52万元，主要原因系报告期内投委托银行理财收到的利

息减少所致。

5、收到其他与投资活动有关的现金较上年同期增加2966.67%，主要原因系本期收到投资前被投资单位

分配的股利460万元所致。

6、购建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支付的现金较上年同期减少83.24%，主要原因本期公司构建

固定资产减少所致。

7、投资支付的现金较上年同期增加2,100.00万元，主要原因系报告期内理财投资增加对应的支付本金增

加所致。

8、支付其他与投资活动相关的现金较上年同期减少99.99%，主要原因系本期全资子公司宁波双成支付

公司筹建期间与工程减少相关的支付减少所致。

9、取得借款收到的现金较上年同期增加285.96%，主要原因系本期取得控股股东提供的2.2亿元无息借款

所致。

10、分配股利、利润或偿付利息支付的现金较上年同期增加34.20%，主要原因系报告期内偿还银行借款

利息增加所致。

11、支付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的现金较上年同期增加80.85万元，主要原因系本期全资子公司宁波双成支

付融资租赁租金所致。

12、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较上年同期增加94.45%，主要原因系上期偿还1.55亿元借款所致。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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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满足公司及宁波双成生产经营的资金需要，控股股东分别向公司及宁波双成提供无偿借款21,000

万元、1,000万元。 详见2017年1月14日、2017年2月11日巨潮资讯网公告，公告编号：2017-006、2017-015。

2、公司收到意大利药品管理局颁发的注射用胸腺法新（基泰）上市许可证（证号：044516019）。 详见

2017年1月17日巨潮资讯网公告，公告编号：2017-007。

3、公司股东HSP� INVESTMENT� HOLDINGS� LIMITED�的减持计划于2017年1月22日届满。 详见

2017年1月20日巨潮资讯网公告，公告编号：2017-009。

4、公司以参股公司杭州澳亚生物技术有限公司46%的股权为贷款展期提供质押担保，公司已于2017年2

月8日完成股权出质注销登记手续。 详见2017年2月16日巨潮资讯网公告，公告编号：2017-017。

5、公司对杭州澳亚生物技术有限公司的长期股权投资确认减值损失9,680.29万元。 详见2017年2月21

日巨潮资讯网公告，公告编号：2017-022。

6、公司决定将艾塞那肽和依替巴肽项目形成的开发支出金额合计4,543.05万元计入2016年度损益。 详

见2017年2月21日巨潮资讯网公告，公告编号：2017-021。

7、公司将持有的相关药品开发协议所对应的开发药品的所有权转让给公司关联方宁波守正药物研究有

限公司，关联交易的金额为 107.8�万美元或付款当日等值人民币。 详见2017年3月16日巨潮资讯网公告，公

告编号：2017-029。

8、公司的全资子公司宁波双成药业有限公司与公司关联方宁波守正药物研究有限公司进行总金额为5,

078,472.00�元的关联交易。 详见2017年3月16日巨潮资讯网公告，公告编号：2017-030。

三、公司实际控制人、股东、关联方、收购人以及公司等承诺相关方在报告期内超期未履行完毕的承诺事

项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公司实际控制人、股东、关联方、收购人以及公司等承诺相关方在报告期内超期未履行

完毕的承诺事项。

四、对2017年1-6月经营业绩的预计

2017年1-6月预计的经营业绩情况：业绩亏损

业绩亏损

2017年1-6月净利润（万元） -1,600 至 -1,400

2016年1-6月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万元）

-1,978.7

业绩变动的原因说明

半年度公司销售情况有所好转，亏损幅度同期相比有所收窄，但仍未

达到管理层预期。 主要原因是医药行业政策及各地招标影响，市场

开发费用大幅增加，产品销售增加的毛利未能覆盖增加的费用，导致

半年度继续亏损。

五、以公允价值计量的金融资产

□ 适用 √ 不适用

六、违规对外担保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违规对外担保情况。

七、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对上市公司的非经营性占用资金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对上市公司的非经营性占用资金。

八、报告期内接待调研、沟通、采访等活动登记表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内未发生接待调研、沟通、采访等活动。

第一节 重要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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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次季报的董事会会议。

公司负责人江昌政、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向中华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江昌浩声明：保

证季度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第二节 公司基本情况

一、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因会计政策变更及会计差错更正等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

减

营业收入（元） 269,621,336.00 279,418,952.90 -3.5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8,684,365.49 -11,260,395.53 22.8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元）

-14,525,962.38 -11,792,578.69 -23.18%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13,463,748.74 -36,074,544.56 62.68%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115 -0.0175 34.29%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115 -0.0175 34.29%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0.52% -1.33% 0.81%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

增减

总资产（元） 3,280,068,566.72 3,696,634,807.92 -11.2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1,663,939,657.54 1,664,810,512.78 -0.05%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项目 年初至报告期期末金额 说明

计入当期损益的对非金融企业收取的资金占用费 6,595,065.98

其中1,499,400.00元系榆林

金源未支付分红款利息；5,

095,665.98元系应收升达集

团债权的资金占用费。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25,017.45

减：所得税影响额 -6,254.36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734,706.00

合计 5,841,596.89 --

对公司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1号———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界定的非经

常性损益项目，以及把《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1号———非经常性损益》中列举的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的项目，应说明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将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1号———非经常性损益》定

义、列举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的项目的情形。

二、报告期末股东总数及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1、普通股股东总数和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数量及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28,658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

优先股股东总数（如

有）

0

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

条件的股份

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四川升达林产工业集

团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25.34% 190,614,183 质押 184,360,000

东证融汇证券资管－

浦发银行－东证融汇

融盛7号集合资产管理

计划

其他 4.75% 35,770,000 35,770,000

诺安资产－工商银

行－诺安资管舜耕天

禾2号资产管理计划

其他 3.93% 29,565,092 29,565,092

江昌政 境内自然人 3.81% 28,676,702 21,507,526 质押 28,676,600

华鑫国际信托有限公

司－财富成长一期投

资基金集合资金信托

计划

其他 3.75% 28,233,600

申万菱信基金－工商

银行－申万菱信新毅1

号资产管理计划

其他 2.47% 18,600,000 18,600,000

上海华富利得资产－

民生银行－华富资

管－升达林业资产管

理计划

其他 1.81% 13,609,699 13,609,699

富诚海富通资管－民

生银行－富诚海富通

稳胜三号资产管理计

划

其他 1.52% 11,463,476 11,463,476

董静涛 境内自然人 1.04% 7,836,855 质押 6,340,000

向中华 境内自然人 0.82% 6,191,157 4,643,368

前10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股份数量

股份种类

股份种类 数量

四川升达林产工业集团有限公

司

190,614,183 人民币普通股 190,614,183

华鑫国际信托有限公司－财富

成长一期投资基金集合资金信

托计划

28,233,600 人民币普通股 28,233,600

董静涛 7,836,855 人民币普通股 7,836,855

江昌政 7,169,176 人民币普通股 7,169,176

张鸿辉 5,530,780 人民币普通股 5,530,780

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4,044,507 人民币普通股 4,044,507

蔡辉辉 4,0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4,000,000

四川信托有限公司－股票增持1

号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3,900,760 人民币普通股 3,900,760

周淑芳 3,772,900 人民币普通股 3,772,900

黄伟坚 3,2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3,200,0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

的说明

公司前10名股东中，江昌政、董静涛、向中华及四川升达林产工业集团有限公司为

一致行动人，同时江昌政、董静涛、向中华为四川升达林产工业集团有限公司的股

东和董事；公司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以及是否属于一致行动人，情况未

知；前 10�名无限售股东中，四川信托有限公司－股票增持1号集合资金信托计划为

公司控股股东升达集团通过资管计划增持的公司股份。

前10名普通股股东参与融资融

券业务情况说明（如有）

1、四川升达林产工业集团有限公司共持有公司股份190,614,183股，占公司总股本

的25.34%，其中直接持有公司股份184,438,823股，通过资产管理计划间接持有公

司股份 6,175,360股；2、公司股东张鸿辉除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0股外，还通过

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5,530,780股；3、公司股东

黄伟坚除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0股外，还通过申万宏源西部证券有限公司客户信

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3,200,000股。

公司前10名普通股股东、前10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在报告期内是否进行约定购回交易

□ 是 √ 否

公司前10名普通股股东、前10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在报告期内未进行约定购回交易。

2、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10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 适用 √ 不适用

第三节 重要事项

一、报告期主要财务数据、财务指标发生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货币资金减少41.16%,主要系本期偿还银行借款及支付外部单位款项增加所致。

应收账款增加46.35%,主要系应收账款未到收款期所致。

预付款项增加46.35%,主要系经营性预付款项增加所致。

预收款项增加111%,主要系经营性预收款项增加所致。

其他应付款减少98.89%,主要系本期支付外部单位欠款项所致。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减少61.11%,主要系本期偿还银行借款所致。

专项储备增加157.88%,主要为本期燃气生产单位计提安全生产费。

营业税金及附加减少46.77%,主要系因出售相关林业资产，合并范围减少所致。

销售费用加减少89.98%,主要系因出售相关林业资产，合并范围减少所致。

管理费用减少51.24%,主要系因出售相关林业资产，合并范围减少所致。

资产减值损失增加235.61%,主要系应收账款期末金额增加,计提减值准备所致。

投资收益减少1010.71%,主要系四川中海按权益法核算确认的投资收益所致。

营业外收入减少98.92%,主要系因出售相关林业资产，合并范围减少所致。

所得税费用增加132.61%,主要系利润总额增加所致。

少数股东损益增加115.09%,主要原因为榆林金源和米脂绿源产生的利润部份应由少数股东享有。

收到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减少100%,主要系本报告期收到的政府补助减少所致。

支付给职工以及为职工支付的现金减少74.04%,主要系因出售相关林业资产，合并范围减少所致。

支付的各项税费减少77.67%,主要系因出售相关林业资产，合并范围减少所致。

支付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减少84.67%,主要系合并范围减少，减少支出所致。

投资支付的现金减少100%,主要系上期增加原因为对大麦理财投资，本报告期无对外投资所致。

收到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的现金减少100%,主要系本报告期票据贴现减少所致。

偿还债务支付的现金增加77.67%,主要系本报告期归还银行借款增加所致。

分配股利、利润或偿付利息支付的现金增加32.01%,主要系本报告期支付利息增加所致。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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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向控股股东出售林业资产暨重大资产重组事项

2016年12月，公司实施重大资产重组，向控股股东升达集团出售家居及森林相关的资产和负债，具

体包括：公司名下的家居业务经营性资产和负债及12家子公司股权，其中12家子公司股权具体为：北京

升达100%的股权、升达商务100%的股权、河南升达100%的股权、湖北升达100%的股权、升达环保90%

的股权、升达佳樱51%的股权、升达家居100%的股权、山东升达100%的股权、上海升达99%的股权、沈

阳升达100%的股权、升达建装70%的股权、重庆升达90%的股权；及上市公司名下森林资产及升达造林

100%的股权。

本次交易拟出售资产的交易价格为94,112.41万元，截止本报告期末，出售资产中涉及的子公司股

权已全部完成工商变更登记，公司正积极推进本次重大资产出售涉及的其他资产（林权、房产和土地使

用权、商标和专利）相关权利人的变更。

重要事项概述 披露日期 临时报告披露网站查询索引

关于向控股股东出售林业资产暨重大

资产重组事项

2016年11月07日 巨潮资讯网（2016-083号公告）

2016年11月14日 巨潮资讯网（2016-085号公告）

2016年11月21日 巨潮资讯网（2016-087号公告）

2016年11月28日 巨潮资讯网（2016-089号公告）

2016年12月05日 巨潮资讯网（2016-092号公告）

2016年12月07日 巨潮资讯网（2016-095号公告）

2016年12月14日 巨潮资讯网（2016-098号公告）

2016年12月15日 巨潮资讯网

2016年12月21日 巨潮资讯网（2016-108号公告）

2016年12月29日 巨潮资讯网

2016年12月31日 巨潮资讯网（2016-111号公告）

2017年04月01日 巨潮资讯网（2017-018号公告）

三、公司实际控制人、股东、关联方、收购人以及公司等承诺相关方在报告期内超期未履行完毕的承

诺事项

√ 适用 □ 不适用

承诺事由 承诺方 承诺类型 承诺内容

承诺时

间

承诺期

限

履行情况

股改承诺

收购报告书或权益变动报

告书中所作承诺

资产重组时所作承诺

陕西绿源天

然气有限公

司

业绩承诺及

补偿安排

陕西绿源天然气有限公司承诺榆林金源

天然气有限公司、米脂绿源天然气有限公

司、榆林金源物流有限公司2015�年度实现

的净利润数额合计不低于人民币5,000.00�

万元；2016�年度实现的净利润数额合计不

低于人民币8,000.00�万元；2017�年度实

现的净利润数额合计不低于人民币10,

400.00�万元；2018年度实现的净利润数额

合计不低于人民币13,520.00�万元。 其中

净利润指按照中国会计准则编制的且经

具有证券、期货业务资格的会计师事务所

审计的榆林金源、米脂绿源、榆林物流合

并报表中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

公司股东的税后净利润。

2015年

11月19

日

2018年

12月31

日

履行中

陕西绿源天

然气有限公

司;马龙

关于同业竞

争、关联交

易、资金占用

方面的承诺

陕西绿源天然气有限公司、陕西绿源天然

气有限公司实际制人马龙，以及陕西绿源

及其实际控制人马龙的关联公司、关联

人，不得从事与标的公司榆林金源天然气

有限公司、米脂绿源天然气有限公司、榆

林金源物流有限公司存在竞争关系的其

他经营活动，也不得直接或间接在其他与

标的公司有竞争关系的公司、实体内持

股、任职或为他人经营与标的公司业务具

有竞争关系的业务。 如违反上述承诺，陕

西绿源及其实际控制人马龙承诺将赔偿

因此给升达林业、标的公司所造成的损

失。

2016年

04月16

日

长期有

效

履行中

陕西绿源天

然气有限公

司;马龙

关于同业竞

争、关联交

易、资金占用

方面的承诺

"陕西绿源、陕西绿源的实际控制人马龙及

其关联方，与标的公司之间将尽量减少和

避免关联交易；在进行确有必要且无法规

避的关联交易时，将保证按市场化原则和

公允价格进行公平操作，并按法律、法规

以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履行关联交易程

序及信息披露义务；不会通过关联交易损

害升达林业及其股东的合法权益。 如违

反上述承诺，陕西绿源及其实际控制人马

龙承诺将赔偿因此给升达林业、标的公司

所造成的损失。

2016年

04月16

日

长期有

效

履行中

米脂绿源天

然气有限公

司;榆林金

源天然气有

限公司;榆

林金源物流

有限公司

其他承诺

"标的公司榆林金源天然气有限公司、米脂

绿源天然气有限公司、榆林金源物流有限

公司核心管理人员承诺1、自升达林业收

购标的公司的重大资产购买事项实施完

毕之日起，在标的公司持续任职不少于36

个月。 2、在标的公司任职期间及离职后2

年内，不得从事或投资与标的公司业务相

同或相似的业务，也不得在与标的公司业

务相同或相似的公司或其他盈利性经济

组织任职、如违反上述承诺，愿意无条件

向标的公司承担赔偿责任。

2016年

04月16

日

2019年4

月16日

履行中

首次公开发行或再融资时

所作承诺

四川升达林产

工业集团有限

公司、江昌政、

江山、四川升达

装饰装修工程

有限责任公司

关于同业竞

争、关联交

易、资金占用

方面的承诺

"本人/本公司将严格遵守

《公司法》、《公司章程》、

《关联交易制度》、《股东

大会议事规则》、《董事会

议事规则》等规定，避免和

减少关联交易，自觉维护股

份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

将不利用本人/本公司在升

达林业中的股东地位或作

为升达林业董事、监事等高

级管理人员的身份在关联

交易中谋取不正当利益。

如升达林业必须与本人/本

公司控制的企业进行关联

交易，则本人/本公司承诺，

均严格履行相关法律程序，

遵照市场公平交易的原则

进行，将促使交易的价格、

相关协议条款和交易条件

公平合理，不会要求升达林

业给予与第三人的条件相

比更优惠的条件。

2007年

10月01

日

长期有

效

履行中

四川升达林产

工业集团有限

公司、江昌政、

江山、四川升达

装饰装修工程

有限责任公司

关于同业竞

争、关联交

易、资金占用

方面的承诺

本人/本公司(及本公司高级

管理人员及本公司下属企

业)目前没有在中国境内或

境外单独或与其他自然人、

法人、合伙企业或组织，以

任何形式直接或间接从事

或参与任何对升达林业构

成竞争的业务及活动或拥

有与升达林业存在竞争关

系的任何经济实体、机构、

经济组织的权益，或在该经

济实体、机构、经济组织中

担任高级管理人员或核心

技术人员。 本人/本公司保

证将采取合法及有效的措

施，促使本人/本公司拥有

控制权的其他公司、企业与

其他经济组织及本人/本公

司的关联企业，不以任何形

式直接或间接从事与升达

林业相同或相似的、对发行

人业务构成或可能构成竞

争的业务，并且保证不进行

其他任何损害升达林业及

其他股东合法权益的活动。

2007年

10月01

日

长期有

效

履行中

董静涛;江昌

政;江山;向中

华;张昌林

股份限售承

诺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江昌政、董静涛、向中华、江

山、张昌林承诺：在其任职

期间，每年转让的股份不超

过其持有股份总数的25%；

离职后半年内，不转让其持

有的公司股份。

2007年

10月01

日

长期有

效

履行中

东证融汇证券

资产管理有限

公司;诺安资产

管理有限公司;

上海富诚海富

通资产管理有

限公司;上海华

富利得资产管

理有限公司;申

万菱信基金管

理有限公司

股份限售承

诺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发

行对象共5名，分别为东证

融汇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

司、上海富诚海富通资产管

理有限公司、上海华富利得

资产管理有限公司、诺安资

产管理有限公司、申万菱信

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前述5

名发行对象承诺：作为合格

投资者参与本次非公开发

行股票，根据《上市公司证

券发行管理办法》，其特申

请将本次认购的股票进行

锁定处理，锁定期为12个

月，在此之后按中国证监会

及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有关

规定执行。

2016年

06月08

日

2017年6

月8日

履行中

股权激励承诺

其他对公司中小股东所作

承诺

四川升达林产

工业集团有限

公司

其他承诺

"2014�年3�月6�日，公司控

股股东升达集团购回国泰

君安持有的公司1,600�万

股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

2.49%。 在完成约定购回证

券交易到期购回时，升达集

团承诺：在本次增持（购

回）完成后的6�个月内不再

转让其持有的公司股份。

2014年

03月06

日

2014年9

月6日

履行完毕

四川升达林产

工业集团有限

公司

其他承诺

公司控股股东升达集团承

诺连续六个月内出售的股

份将低于公司股份总数的

5%。

2015年

03月26

日

2015年9

月26日

履行完毕

四川升达林产

工业集团有限

公司

其他承诺

关于柬埔寨林业项目，升达

集团承诺：1、承诺柬埔寨林

业项目（本项目含建设年

产5万立方米实木坯板生产

线工程及2.26万公顷橡胶

种植工程，其中橡胶种植工

程实施林行间种木薯过渡

型种植业务。 ）不生产、开

发任何与升达林业产品构

成竞争或可能竞争的产品，

且不与升达林业发生任何

不公允的关联交易，且升达

林业每年向本项目采购相

关原材料产生的关联交易

额占公司当年同类原材料

采购总额的比例不高于

30%。 2、保证公司在人员、

资产、财务、机构、业务等方

面的独立性。 3、保证不以

任何形式占用公司的资金。

4、保证不会以任何方式要

求或促使公司为升达集团

提供任何形式的担保。

2012年

04月24

日

长期有

效

履行中

四川升达林产

工业集团有限

公司

其他承诺

"2007年11月1日，四川锦

丰纸业股份有限公司同中

国光大银行成都分行签署

950万借款合同，同日，公司

与中国光大银行成都分行

签订《保证合同》，为该借

款提供保证担保。 针对上

述担保，公司控股股东升达

集团承诺：上述对外担保事

项如造成升达林业的损失，

其全部损失及相关法律责

任均由升达集团予以承担。

2008年

01月22

日

长期有

效

履行中。 该承诺目前

尚在履行中。 公司于

2009�年4�月2�日承担

此项担保责任，并于

同年5�月下旬向成都

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

诉讼追偿。 截止2009�

年6�月30�日，2009�年

6�月30�日，公司承担

锦丰担保事项损失合

计8,319,705.46�元。

2009�年6�月30�日，

公司控股股东升达集

团根据承诺承担上述

担保损失，向公司支

付8,319,705.46�元

保证金。 2013�年3�月

15�日，成都市中级法

院下达民事判决书”

(2009)成民初字第

589�号” ，法院裁定如

下：一、锦丰纸业于判

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

内偿还本公司本金

750�万元及逾期利息

等合计799.12�万元；

二、锦丰纸业于判决

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

支付本公司上述

799.12�万元产生 的

资金占用费；三、温江

区金锦苑实业有限公

司、成都温江区锦苑

活动中心有限责任公

司对四川锦丰纸业股

份有限公司上述债务

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截至目前，上述款项

尚在追偿中。 根据相

关规定，控股股东升

达集团因承担本次担

保所造成损失而向本

公司支付的保证金列

入公司其他应付款，

待上述担保事项具体

损失金额最终确定

后，相应计入资本公

积金。

四川升达林产

工业集团有限

公司;江昌政;

江山;向中华;

岳振锁;杨云

海;陈涛;李卫

东;贺晓静;刘

光强;罗文宏

股份减持承

诺

公司控股股东及公司董事、

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承诺：

自2015年7月10日起6个月

内不通过二级市场减持公

司股份

2015年

07月10

日

2016年1

月10日

履行完毕

承诺是否按时履行 是

如承诺超期未履行完毕的，

应当详细说明未完成履行

的具体原因及下一步的工

作计划

无

四、对2017年1-6月经营业绩的预计

2017年1-6月预计的经营业绩情况：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正值且不属于扭亏为盈的情

形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正值且不属于扭亏为盈的情形

2017年1-6月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变动幅度

0.00% 至 30.00%

2017年1-6月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变动区间（万元）

778.88 至 1,012.54

2016年1-6月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万元）

778.88

业绩变动的原因说明 费用与去年同期相比减少且本期收取升达集团债权的资金占用费。

五、以公允价值计量的金融资产

□ 适用 √ 不适用

六、违规对外担保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违规对外担保情况。

七、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对上市公司的非经营性占用资金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对上市公司的非经营性占用资金。

八、报告期内接待调研、沟通、采访等活动登记表

√ 适用 □ 不适用

接待时间 接待方式 接待对象类型 调研的基本情况索引

2017年01月09日 电话沟通 个人

了解公司自有资金购买理财产品的

情况。 公司未向其提供不可披露的

资料。

2017年01月13日 电话沟通 个人

了解公司年报披露时间。 公司未向

其提供不可披露的资料。

2017年01月20日 电话沟通 个人

了解公司一月中旬股东人数。 公司

未向其提供不可披露的资料。

2017年02月06日 电话沟通 个人

了解公司2016年度业绩修正情况。

公司未向其提供不可披露的资料。

2017年02月22日 电话沟通 个人

了解公司控股股东部分股票质押的

情况。 公司未向其提供不可披露的

资料。

2017年03月03日 电话沟通 个人

了解公司2016年度业绩情况。 公司

未向其提供不可披露的资料。

2017年03月16日 电话沟通 个人

了解公司控股股东部分股票质押的

情况。 公司未向其提供不可披露的

资料。

2017年03月20日 电话沟通 个人

了解公司自有资金购买理财产品的

情况。 公司未向其提供不可披露的

资料。

2017年03月22日 电话沟通 个人

了解公司战略发展情况。 公司未向

其提供不可披露的资料。

2017年03月24日 电话沟通 个人

了解公司二月底股东人数。 公司未

向其提供不可披露的资料。

四川升达林业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江昌政

二〇一七年四月二十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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