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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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负责人王义栋、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马连勇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车成伟声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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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金额单位：人民币百万元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

比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 21,513 19,371 11.0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590 1,069 48.7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1,583 1,060 49.34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658 437 -250.57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220 0.148 48.65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220 0.148 48.65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3.13 2.35 上升0.78个百分点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

比上年度末增减（%）

总资产 92,145 89,204 3.3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51,572 49,973 3.20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 适用 □ 不适用

金额单位：人民币百万元

项目 年初至报告期期末金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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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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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1

减：所得税影响额 3

合计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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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8,491户，其中H股502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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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鞍山钢铁集团有限

公司

国有法人 58.31 4,218,547,330 - - -

香港中央结算 (代理

人)有限公司

境外法人 14.87 1,075,583,810 - - -

中国石油天然气集

团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8.98 650,000,000 - - -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

公司

境外法人 2.37 171,215,758 - - -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

有限责任公司

国有法人 1 72,575,900 - - -

阿布达比投资局 境外法人 0.34 24,741,600 - - -

陈丰喜 境内自然人 0.22 16,182,100 - - -

中国人寿保险股份

有限公司－传统－

普 通 保 险 产 品

-005L-CT001深

其他 0.16 11,265,039 - - -

梁耀辉 境内自然人 0.14 10,440,000 - 冻结

10,440,

000

#廖强 境内自然人 0.14 10,149,08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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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份种类

股份数量 股份种类 数量

鞍山钢铁集团有限公司 4,218,547,330 人民币普通股 4,218,547,330

香港中央结算 (代理人 )有限公

司

1,075,583,810 境外上市外资股 1,075,583,810

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有限公司 650,0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650,000,000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171,215,758 人民币普通股 171,215,758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

司

72,575,900 人民币普通股 72,575,900

阿布达比投资局 24,741,600 人民币普通股 24,741,600

陈丰喜 16,182,100 人民币普通股 16,182,100

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传 统 － 普 通 保 险 产 品

-005L-CT001深

11,265,039 人民币普通股 11,265,039

梁耀辉 10,440,000 人民币普通股 10,440,000

#廖强 10,149,087 人民币普通股 10,149,0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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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易及结算有限公司之全资附属公司外， 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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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规定的一

致行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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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本报告期税金及附加比上年同期增加人民币118百万元，主要原因一是应交增值税增加影响城

建税、地方教育费、教育费附加增加人民币62百万元，二是环保税增加人民币40百万元等影响。

2、本报告期资产减值损失比上年同期减少人民币38百万元，主要原因一是本期冲回存货跌价准备

人民币20百万元，二是上年同期计提存货跌价准备人民币18百万元影响。

3、本报告期营业利润、利润总额、净利润、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比上年同期增加，主要原因

是公司围绕生产经营目标，坚持稳中求进，产量实现新突破；不断提高产品质量水平和品牌建设，产品结

构持续优化；加强差异化采购工作，调整优化原燃料用料结构和深入推进系统降本工作，生产成本不断

降低；在企业内部实行契约化经营，不断激发经营动力，实现效益、效率双提升。

4、本报告期所得税费用比上年同期增加人民币494百万元，主要原因一是本报告期盈利，以前年度

确认的递延所得税资产转回增加人民币425百万元， 二是计提当期所得税费用增加人民币65百万元影

响。

5、本报告期其他流动资产比上年末增加人民币244百万元，主要原因是公司待抵扣、待认证进项税

额和留抵税额增加。

6、工程物资比上年末增加人民币8百万元，主要原因是工程物资到货影响。

7、应付票据比上年末增加人民币940百万元，主要原因是开出票据增加影响。

8、应付职工薪酬比上年末增加人民币180百万元，主要原因是计提工资及附加费影响。

9、应付利息比上年末减少人民币30百万元，主要原因是偿还超短融债券利息影响。

10、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比上年末增加人民币1,321百万元，主要原因是由长期借款转入一年

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人民币1,345百万元影响。

11、其他综合收益比上年末减少人民币2百万元，主要原因是株洲冶炼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股票公允

价值减少影响。

12、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比上年同期减少人民币1,095百万元，主要原因一是由于本季度

比上年同期钢材产品价格上涨及销量增加， 公司销售商品收到的现金比上年同期增加人民币3,253百

万元影响；二是由于原燃料价格比上年同期上涨，导致购买商品、接受劳务支付的现金比上年同期增加

人民币3,270百万元影响；三是由于支付的各项税费、支付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比上年同期增加

人民币970百万元影响。

13、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净流出额比上年同期减少人民币382百万元，主要原因是购建固定资产、

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支付的现金比上年同期减少人民币384百万元影响。

14、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比上年同期增加人民币313百万元，主要原因一是取得借款收到

的现金比上年同期增加人民币544百万元，二是偿还借款支付的现金比上年同期增加人民币153百万元

影响。

15、现金流量净额比上年同期减少人民币400百万元，主要原因一是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比上年同期减少人民币1,095百万元影响， 二是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净流出额比上年同期减少人民币

382百万元影响，三是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比上年同期增加人民币313百万元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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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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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资

产

重

组

时

所

作

承

诺

鞍

山

钢

铁

集

团

有

限

公

司

同

业

竞

争

承

诺

《鞍山钢铁集团有限公司避免同业竞争承诺函》：

（1）鞍山钢铁及其下属全资、控股公司在避免同业竞争方面符合

国家有关规定。

（2）鞍山钢铁及其下属全资、控股公司未从事对你公司钢铁主业

构成直接或间接竞争的业务。

（3） 鞍山钢铁承诺给予你公司在同等条件下优先购买鞍山钢铁

或鞍山钢铁的全资、 控股公司拟出售的与你公司钢铁主业有关的资

产、业务的权利。

（4） 如鞍山钢铁参股企业所生产产品或所从事业务与你公司构

成或可能构成竞争，鞍山钢铁承诺，在你公司提出要求时，鞍山钢铁将

出让鞍山钢铁所持该等企业的全部出资、股份或权益，并承诺在同等

条件下给予你公司优先购买该等出资、股份或权益的权利。

（5）如果鞍山钢铁及其下属全资、控股公司存在与你公司钢铁主

业构成或可能构成同业竞争的资产和业务， 在你公司提出收购要求

时，鞍山钢铁及其下属全资、控股公司将以合理的价格及条件按照法

律规定的程序优先转让给你公司。

（6）在本承诺有效期内，鞍山钢铁与你公司具有同等投资资格的

前提下，对于新业务机会，鞍山钢铁应先通知你公司。

如你公司接受该新业务机会，鞍山钢铁需无偿将该新业务机会转

让给你公司。 如你公司明确拒绝该新业务机会，鞍山钢铁及其下属全

资、控股公司才有权进行投资。

此后若你公司提出收购要求，鞍山钢铁及其下属全资、控股公司

仍需将新业务机会所形成的资产和业务以合理的价格及条件优先转

让给你公司。

（7）采取其他有效措施避免和消除同业竞争。

上述承诺并不限制鞍山钢铁及其全资、控股公司从事或继续从事

与你公司不构成竞争的业务，特别是提供你公司经营所需相关材料或

服务的业务。

鞍山钢铁所有承诺均以符合国家规定为准，可依据国家规定对承

诺的内容做相应调整，国家规定不予禁止的事项鞍山钢铁有权从事。

该承诺自出具之日起生效，直至发生下列情形之一时终止：

（1）鞍山钢铁不再作为你公司的控股股东；

（2）你公司的股份终止在任何证券交易所上市（但你公司的股票

因任何原因暂停买卖除外。 ）

（3）国家规定对某项承诺的内容无要求时，相应部分自行终止。

鉴于目前鞍山钢铁不存在与你公司构成同业竞争的、已投产的钢

铁主业生产项目，因此，本承诺出具之日前，鞍山钢铁就其与你公司之

间竞争关系的一切承诺，如有与本承诺相抵触之处，以本承诺为准。

2007 年

05 月 20

日

长

期

有

效

未

违

反

承

诺

承诺是否按时履行 是

四、对201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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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额单位：人民币百万元

证券

品种

证券

代码

证券

简称

最初投

资成本

期初

持股数量

（百万股）

期初持

股比例

期末

持股数量

（百万股）

期末持

股比例

期末账

面值

报告期

损益

会计核

算科目

股份

来源

股票 600961

株 冶

集团

81 4.63 0.88% 4.63 0.88% 36 -

可 供 出

售 金 融

资产

非 公 开

发行

合计 81 4.63 -- 4.63 -- 36 - -- --

六、衍生品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金额单位：人民币百万元

衍生

品投

资操

作方

名称

关

联

关

系

是否

关联

交易

衍生品

投资

类型

衍生品

投资初

始投资

金额

起始日期

终止

日期

期初

投资

金额

报告

期内

购入

金额

报告

期内

售出

金额

计提

减值

准备

金额

期末

投资

金额

期末投资

金额占公

司报告期

末净资产

比例

报告期

实际损

益金额

鞍钢

股份

无 否

期货

套保

1 2015年4月29日 - 231 812 978 - 239 0.46% 14

合计 1 2015年4月29日 - 231 812 978 - 239 0.46% 14

衍生品投资资金来源 自有资金

衍生品投资审批董事会公

告披露日期

2018年3月27日

报告期衍生品持仓的风险

分析及控制措施说明 （包

括但不限于市场风险、流动

性风险、信用风险、操作风

险、法律风险等）

(1)�市场风险，持仓品种为钢铁产业相关品种，与公司现货经营具有高度的相关性，定期对

市场进行分析预测，但对市场判断可能存在偏差，具有一定的风险性，但有期现货对冲后，风险

可控。

(2)�持仓品种流动性充裕，无流动性风险。

(3)�期货交易所对持仓品种进行信用担保，信用风险较小。

(4)�完全按照套期保值相关规定执行，持仓数量和时间符合公司批准。

公司已对相关法律风险进行评估，按国家期货交易法律法规开展业务，风险可控。

已投资衍生品报告期内市

场价格或产品公允价值变

动的情况，对衍生品公允价

值的分析应披露具体使用

的方法及相关假设与参数

的设定

上海期货交易所螺纹钢、热轧卷板、铜、镍；大连商品交易所铁矿石、焦炭；各品种主力连续期货

合约结算价：2018年1月2日，螺纹3842元/吨、热轧3893元/吨、铜55140元/吨、镍98750元/吨、

铁矿540元/吨、焦炭2005.5元/吨；2018年3月30日，螺纹3323元/吨、热轧3659元/吨、铜50000

元/吨、镍98920元/吨、铁矿438元/吨、焦炭1792.5元/吨。 公允价值变动：螺纹-519元/吨、热轧

-234元/吨、铜-5140元/吨、镍+170元/吨、铁矿-102元/吨、焦炭-213元/吨。

独立董事对公司衍生品投

资及风险控制情况的专项

意见

（1）公司在保证正常生产经营的前提下，使用自有资金开展期货套期保值业务履行了相关的

审批程序，符合国家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有利于公司降低经营风险，不

存在损害公司和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况。

（2）公司建立了《鞍钢股份有限公司商品期货套期保值管理办法》，明确了业务操作流

程、审批流程及风险防控等内部控制程序，对公司控制期货风险起到了保障的作用。

（3）公司确定的年度套期保值保证金的最高额度和交易品种合理，符合公司的实际生产

经营情况，有利于公司合理的控制交易风险。

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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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年01月09日 其他 机构

1、公司生产经营状况；

2、公司发展趋势；

3、国内外钢铁行业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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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鞍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8年4月1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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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负责人杨维坚、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蓝李春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

人员）黄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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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21,177,346.83 1,376,092,509.70 3.2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1,001,279,743.44 971,032,517.32 3.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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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3,245,931.36 -1,264,223.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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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56,190,230.99 445,839,309.06 2.3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38,985,100.55 40,889,298.56 -4.6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

36,747,150.68 39,854,657.11 -7.8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3.95 10.07 减少6.12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3797 0.5310 -28.49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3797 0.5310 -28.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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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65.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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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000.00

委托他人投资或管理资产的损益 2,633,070.72 理财产品投资收益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41,967.94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9,471.53

所得税影响额 -392,515.86

合计 2,237,949.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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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产负债表主要项目变动情况及原因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期末余额 年初余额 变动比例(%) 情况说明

应收票据 144,633,679.77 109,713,318.02 31.83 注1

预付款项 5,593,135.24 9,536,332.46 -41.35 注2

其他应收款 7,511,416.07 4,560,270.50 64.71 注3

应交税费 13,539,467.09 8,571,889.41 57.95 注4

其他综合收益 -12,608,606.11 -3,870,731.68 不适用 注5

注1：应收票据期末数较年初数增加：主要系随着营业收入的增加,公司收到客户的

票据货款也相应增加；

注2：预付款项期末数较年初数减少：主要系上期预付款于本期结算所致；

注3：其他应收款期末数较年初数增加：主要系房租押金及往来款增加所致；

注4：应交税费期末数较年初数增加：主要系本期末应交的企业所得税及增值税增加

所致；

注5：其他综合收益期末数较年初数减少：主要系境外子公司外币财务报表折算变动

所致。

2、利润表及现金流量表主要项目变动情况及原因

单元：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本期金额 上年同期金额 变动比例（%） 情况说明

管理费用 22,667,851.92 17,270,320.25 31.25 注1

财务费用 -4,134,359.85 2,364,159.39 -274.88 注2

资产减值损失 6,406,490.50 4,638,402.61 38.12 注3

投资收益 2,897,191.92 -84.02 不适用 注4

其他收益 2,756,311.59 4,177,646.15 -34.02 注5

少数股东损益 -120,990.71 -89,204.09 不适用 注6

其他综合收益的税后净额 -8,737,874.43 -1,057,031.58 不适用 注7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净额

-63,245,931.36 -1,264,223.16 不适用 注8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净额

-3,444,765.61 -291,339.08 不适用 注9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净额

33,661,110.15 -22,698,266.00 不适用 注10

汇率变动对现金及现金等

价物的影响

-2,301,307.14 -959,678.17 不适用 注11

注1：管理费用本期数较上年同期数增加：主要系公司加大研发投入研发费用增加所

致；

注2：财务费用本期数较上年同期数减少：主要系本期汇兑净收益增加所致；

注3：资产减值损失本期数较上年同期数增加：主要系本期应收款项计提的坏账准备

金额较上年同期增加所致；

注4：投资收益本期数较上年同期数增加：主要系公司利用暂时闲置的首发募集资金

购买结构性存款理财产品产生的投资收益所致；

注5：其他收益本期数较上年同期数减少：主要系本期收到的政府补助较上年同期减

少所致；

注6：少数股东损益本期数较上年同期数减少：主要系子公司盈泰电气本期亏损较上

年同期略有增加，归属于少数股东损益相应减少所致；

注7：其他综合收益的税后净额本期数较上年同期数减少：主要系外币财务报表折算

差额所致；

注8：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本期数较上年同期数减少：主要系本期回收货款

票据结算增加及备货支付货款增加所致；

注9：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本期数较上年同期数减少：主要系本期继续使用

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购买银行理财产品所致；

注10：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本期数较上年同期数增加：主要系本期银行借

款增加及部分保函保证金收回所致；

注11：汇率变动对现金及现金等价物的影响本期数较上年同期数减少：主要系外币

金额以及汇率变动影响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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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福建睿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杨维坚

日期 2018年4月1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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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负责人王现全、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陈鸣宇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

员）陈鸣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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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20,874,273.20 1,373,946,889.71 3.4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资产

1,150,984,149.01 1,118,130,778.34 2.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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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910,034.00 -61,162,772.17 72.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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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1,983,427.51 282,007,805.98 10.6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

28,857,593.86 24,687,726.92 16.8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

27,877,409.94 24,007,198.68 16.12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

益率（%）

2.55 3.46 减少0.91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 （元/

股）

0.36 0.41 -12.20

稀释每股收益 （元/

股）

0.36 0.41 -12.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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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323.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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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1,0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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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14,91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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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8,580.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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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5,984.72

合计 980,183.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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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4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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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现全 26,812,291 33.52 26,812,291 无 境内自然人

陈绪潇 16,388,169 20.49 16,388,169 无 境内自然人

深圳市松禾成长创业投资合

伙企业（有限合伙）

6,000,000 7.50 6,000,000 无 其他

南通松禾创业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2,820,000 3.53 2,820,000 无 其他

李壮 2,003,942 2.50 2,003,942 无 境内自然人

中信信托有限责任公司－中

信信托成泉汇涌八期金融投

资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1,599,513 2.00 未知 其他

贾玉玲 1,079,940 1.35 1,079,940 无 境内自然人

孙利娟 948,218 1.19 948,218 无 境内自然人

姜洪章 600,000 0.75 600,000 无 境内自然人

刘增祥 599,831 0.75 599,831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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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信信托有限责任公司－中信信托成泉汇涌

八期金融投资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1,599,513 人民币普通股 1,599,513

中信信托有限责任公司－中信信托鑫涌成泉

金融投资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498,000 人民币普通股 498,000

华润深国投信托有限公司－华润信托·悦享1

期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409,726 人民币普通股 409,726

刘辉 305,700 人民币普通股 305,700

华润深国投信托有限公司－成泉风险缓冲3期

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303,311 人民币普通股 303,311

李梦莹 247,900 人民币普通股 247,900

北京成泉资本管理有限公司－成泉汇涌三期

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224,500 人民币普通股 224,500

罗永华 194,000 人民币普通股 194,000

北京成泉资本管理有限公司－成泉汇涌一期

基金

185,350 人民币普通股 185,350

母灿先 183,000 人民币普通股 183,0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上述股东中，王现全与孙利娟为夫妻关系，贾玉玲与陈绪潇为婆媳关系，

深圳松禾与南通松禾为同一控制下的机构投资者。 除上述关联关系外，

公司未知其他股东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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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项目 期末金额 期初金额 变动比例（%） 变动原因

货币资金 116,001,563.59 427,054,980.88 -72.84 系募集资金购买理财产品所致

应收票据 8,150,000.00 69,599,111.89 -88.29 系票据支付货款所致

预付款项 93,289,362.38 59,033,003.06 58.03 系增加预付材料货款所致

其他应收款 111,694,172.15 783,704.96 14,152.07 系辽宁先达购买土地所支付保证金所致

存货 421,814,407.38 311,123,902.39 35.58 系增加成品库存以备国内销售所致

其他流动资产 222,259,657.77 71,748,811.35 209.77 系募集资金购买理财产品所致

递延所得税资产 5,932,418.36 8,896,846.38 -33.32 系报告期内支付已计提的环保费用

应付票据 40,000,000.00 30,070,000.00 33.02 系办理银行承兑汇票支付货款所致

应付账款 103,663,705.50 77,514,410.12 33.73 系增加供应商欠款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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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东先达农化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王现全

日期 2018年4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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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先达农化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第一季度主要经营数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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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八号—化工》等相关规定，山

东先达农化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现将2018年第一季度主要经营数据披露如

下（均不含税）：

一、主要产品的产量、销量及收入实现情况

产品

类别

主要产品

2018年1-3月份折百产量

（吨）

2018年1-3月折百销量

（吨）

2018年1-3月份销售金额

（元）

除草剂

烯草酮系列 622.82 481.62 87,363,801.22

咪草烟系列 331.20 274.26 53,261,447.50

灭草烟系列 55.75 77.05 14,457,451.07

异噁草松系列 1,117.19 1,488.53 104,052,594.60

杀菌剂 烯酰吗啉系列 243.73 230.20 21,770,603.91

二、主要产品的价格变动情况

产品

类别

主要产品

2017年1-3月份平均售价

（元/吨）

2018年1-3月份平均售价

（元/吨）

变动比率（%）

除草剂

烯草酮系列 132,020.40 181,394.38 37.40

咪草烟系列 186,412.26 194,197.04 4.18

灭草烟系列 187,909.48 187,645.81 -0.14

异噁草松系列 52,361.58 69,903.13 33.50

杀菌剂 烯酰吗啉系列 76,591.51 94,571.74 23.48

三、主要原材料的价格变动情况

主要原材料

2017年1-3月份平均进价

（元/吨）

2018年1-3月份平均进价

（元/吨）

变动比率（%）

氯代特戊酰氯 16,635.53 27,473.31 65.15

巴豆醛 9,277.18 10,785.46 15.26

氯代胺 47,751.14 68,046.44 42.50

2,3-吡啶二甲酸 65,445.67 65,982.91 0.82

邻氯氯苄 12,444.68 10,038.85 -19.33

吗啉 14,032.06 20,304.14 44.70

以上经营数据信息来源于公司报告期内财务数据，且未经审计，公司董事会提醒投资

者审慎使用上述数据。

特此公告。

山东先达农化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8年4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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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召开

2017

年度业绩及现金分红说明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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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要提示：

● 会议召开时间：2018�年 4�月23�日（星期一）15:00-16:00

● 会议召开地点：上海证券交易所 “上证 e�互动”平台“上证 e�访谈”栏目（http:

//sns.sseinfo.com）

● 会议召开方式：网络互动方式

一、说明会类型

山东先达农化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已于2018年4月12日披露了《2017年

年度报告》及《关于2017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转增股本预案的议案》，具体内容详见

公司于2018年4月12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披露的相关公告。 为使广大投资者能够更加全

面深入了解公司经营业绩及利润分配等情况，公司决定通过网络方式召开公司“2017年度

业绩及现金分红说明会” ，就公司2017年度经营业绩、现金分红、转增股本、未来发展战略

等与投资者进行沟通交流。

二、说明会召开的时间和地点

本次说明会将于2018年4月23日（周一）下午15:00-16:00在上海证券交易所 “上证

e�互动”平台“上证 e�访谈”以网络互动方式召开。

三、参加人员

公司董事长王现全先生、董事、财务总监陈鸣宇先生、董事会秘书江广同先生

四、投资者参加方式

投资者可以在 2018� 年 4� 月23� 日 （星期一）15:00-16:00通过互联网直接登陆上

海证券交易所“上证 E�互动”（http://sns.sseinfo.com），在线参与本次说明会。

五、联系人及咨询方法

联系人：江广同

联系电话：0543-2328187

传真：0543-2311216

邮件：cynda@cynda.cn

特此公告。

山东先达农化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8年4月19日

福建睿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鞍钢股份有限公司

山东先达农化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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