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节 重要提示

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应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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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负责人孟凯、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詹毓倩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周绍兴声明：保证季度报告中财务报表

的真实、准确、完整。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次季报的董事会会议。

第二节 主要财务数据及股东变化

一、主要财务数据

本报告期对以前期间财务数据是否进行了追溯调整或重述

□ 是 √ 否

2013年1-3月 2012年1-3月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

减（%）

营业收入（元） 251,190,688.74 376,676,923.41 -33.3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68,400,874.64 46,236,252.60 -247.9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元）

-72,095,106.75 45,917,176.05 -257.01%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25,005,581.05 32,843,465.16 -176.14%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7 0.23 -174.35%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7 0.23 -174.35%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5.86% 3.69% -9.55%

2013年3月31日 2012年12月31日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期

末增减(%)

总资产（元） 2,280,046,323.04 2,223,481,871.98 2.5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1,195,767,552.91 1,264,168,427.55 -5.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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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20,000.00 政府补贴款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2,929,232.11 其他营业外收入

所得税影响额 255,000.00

合计 3,694,232.11 --

二、报告期末股东总数及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股东总数 39,9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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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孟凯 境内自然人 27.7% 110,780,000 83,085,000 质押 90,780,000

克州湘鄂情投

资控股有限公

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12.56% 50,220,000 0 质押 39,000,000

广发证券股份

有限公司约定

购回专用账户

境内非国有法

人

2.5% 10,000,000 0

招商证券股份

有限公司约定

购回专用账户

境内非国有法

人

2.5% 10,000,000 0

訚肃 境内自然人 1.05% 4,206,000 0

谢印生 境内自然人 1% 4,000,000 0

庞顺来 境内自然人 0.5% 2,000,900 0

梁英 境外法人 0.43% 1,731,319 0

广发证券股份

有限公司客户

信用交易担保

证券账户

境内自然人 0.41% 1,638,235 0

李童欣 境内自然人 0.38% 1,5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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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克州湘鄂情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50,220,000 人民币普通股 50,220,000

孟凯 27,695,000 人民币普通股 27,695,000

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约定购回

专用账户

10,0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10,000,000

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约定购回

专用账户

10,0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10,000,000

谢印生 4,0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4,000,000

庞顺来 2,000,900 人民币普通股 2,000,900

梁英 1,731,319 人民币普通股 1,731,319

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

交易担保证券账户

1,638,235 人民币普通股 1,638,235

李童欣 1,5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1,500,000

黄婉如 1,3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1,300,0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

说明

公司第一大股东和实际控制人为孟凯先生，孟凯先生通过持有克洲湘鄂情投资控股有

限公司90%股权而间接持有公司17.56%股份（其中5%的股份为融资融券业务中的充抵

保证金证券）。公司未知其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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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明

（如有）

公司股东克州湘鄂情投资控股有限公司除通过普通证券帐户持有5022万股外，还通过

广发证券、招商证券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帐户分别持有1000万股股份，实际合

计持有7022万股股份。

第三节 重要事项

一、报告期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发生重大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一、经营成果分析：

（1）2013年一季度营业收入25,911.07万元 较去年同期减少12,548.62万元，降幅33.31%。实现营业利润为-6,881.04万元，

利润总额为-6,764.79万元 ，净利润为-6,901.38万元、归属母公司的净利润为-6,840.09万元，分别较去年同期降幅216.68%、

214.09%、247.94%、247.94%。主要是由于宏观经济影响以及公司转型调整销售下降等所致。

（2）2013年一季度营业税金1,356.60万元，较去年同期减少748.68万元，降幅35.56%，主要是公司报告期内营业收入下降

所致。

（3）2013年一季度财务费用1,119.18万元，较去年同期增加345.17万元，增幅44.6%、主要是公司报告期内发行债券增加利

息费用所致。

（4）2013年一季度投资收益为74.50万元，较去年同期增加72.98万元，增幅4820.38%，主要是公司报告期内新增海港投资

在报告期内投资所得所致。

（5）2013年一季度营业外收入255.59万元，较去年同期增加218.08万元，增幅581.52%，主要是公司报告期内收到各项政

府补助及公司废品收入等所致。

（6）2013年一季度营业外支出139.34万元，较去年同期增加133.74万元，增幅2390.57%，主要是公司报告期内捐款100万

元所致。

（7）2013年一季度所得税费用136.58万元，较去年同期减少1,183.16万元，降幅89.65%，主要是公司报告期内营业收入下

降导致经营所得下降所致。

（8）2013年一季度经营活动现金流量净额-2,500.56万元，较去年同期减少5,784.90万元，降幅176.14%。主要是公司报告

期内营业收入现金流入减少所致。

二、资产负债分析：

（1）2013年一季度末货币资金为16,904.87万元，较去年末下降11,263.16万元，降幅39.99%，只要是公司报告期内营业收

入下降现金流入减少，公司日常经营现金支出所致。

（2）2013年一季度末短期借款16,773.96万元，较去年末增加8,000.00万元，增幅91.18%，主要是公司之子公司湖北公司新

增银行借款8000万元所致。

（3）2013年一季度末应付账款13,458.54万元，较去年末增加335.35万元，增幅32.95%，主要是公司在报告期内部分供应商

的货款结算账期没到等原因所致。

（4）2013年一季度末应交税费1,459.05万元，较去年末减少762.57万元，增幅34.32%，主要原因是公司在报告期内营业收

入下降，相应税费也有所下降所致。

（5）2013年一季度末应付利息3,209.82万元，较去年末增加802.45万元，增幅33.33%，主要原因是公司在报告期内新增应

付发债利息所致。

（6）2013年一季度末未分配利润9,901.73万元，较去年末减少6,840.09万元，降幅40.86%，主要原因是公司在报告期内经

营亏损所致。

二、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重要事项概述 披露日期 临时报告披露网站查询索引

三、公司或持股5%以上股东在报告期内或持续到报告期内的承诺事项

承诺事项 承诺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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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湘鄂情集

团股份有限公

司

持有中农资源

10%股份两年

不转让

2011年04月12

日

2013年4月12日

在报告期内，

北京湘鄂情集

团股份有限公

司严格遵守了

所做的承诺

资产重组时所作承诺

首次公开发行或再融资时所作承诺

孟凯

《避免同业竞

争承诺函》

2008年01月26

日

长期有效

在报告期内，

公司控股股

东、实际控制

人孟凯先生严

格遵守了所做

的承诺。

克州是湘鄂情

投资控股有限

公司

《避免同业竞

争承诺函》

2008年01月26

日

长期有效

在报告期内，

公司第二大控

股股东克州市

湘鄂情投资控

股有限公司严

格遵守了所做

的承诺。

克州是湘鄂情

投资控股有限

公司

《股份锁定的

承诺》

2009年11月11

日

2012年11月11

日

在报告期内，

公司第二大控

股股东克州市

湘鄂情投资控

股有限公司严

格遵守了所做

的承诺。

其他对公司中小股东所作承诺

承诺是否及时履行 是

未完成履行的具体原因及下一步计划 无

是否就导致的同业竞争和关联交易问

题作出承诺

是

承诺的解决期限

在报告期内，孟凯先生、克州市湘鄂情投资控股有限公司严格遵守了所做的承

诺。

解决方式 不适用

承诺的履行情况 相关承诺方严格遵守所做的承诺。

四、对2013年1-6月经营业绩的预计

2013年1-6月预计的经营业绩情况：业绩亏损

业绩亏损

2013年1-6月净利润亏损（万元） 7,000 至 12,000

2012年1-6月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万元）

7,648.07

业绩变动的原因说明

2013年上半年公司度业绩出现预亏的原因主要是受市场形势影响，加上

公司转型发展需要一定时间过渡和调整，报告期内，公司部分门店仍然面

临着销售业绩下滑的可能。此外，公司去年新收购企业并表后，公司总体

营业成本有所上涨和由于发行公司债券，公司财务费用增加也有一定的

影响。

五、上市公司发生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非经营性占用资金情况

股东或关

联人名称

占用时间 发生原因

期初数

（万元）

报告期新

增占用金

额（万元）

报告期偿

还总金额

（万元）

期末数

（万元）

预计偿还

方式

预计偿还

金额（万

元）

预计偿还

时间（月

份）

六、证券投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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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持有其他上市公司股权情况的说明

第一节 重要提示

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应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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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负责人黄伟波、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王国仁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刘艳声明：保证季度报告中财务报表

的真实、准确、完整。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次季报的董事会会议。

第二节 主要财务数据及股东变化

一、主要财务数据

本报告期对以前期间财务数据是否进行了追溯调整或重述

□ 是 √ 否

2013年1-3月 2012年1-3月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

减（%）

营业收入（元） 418,844,174.85 290,378,938.99 44.2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10,129,637.33 15,312,448.60 -33.8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元）

7,964,373.08 13,433,763.40 -40.71%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70,429,034.15 2,975,537.09 2,266.94%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5 0.08 -37.5%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5 0.08 -37.5%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0.97% 1.52% -0.55%

2013年3月31日 2012年12月31日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期

末增减(%)

总资产（元） 1,496,195,765.04 1,393,783,273.14 7.3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1,050,184,309.32 1,039,476,046.10 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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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618.95 固定资产处置损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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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67,935.03 科技项目经费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60,037.74 主要为捐赠支出

所得税影响额 329,014.09

合计 2,165,264.25 --

二、报告期末股东总数及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股东总数 15,1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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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黄伟波 境内自然人 18.3% 36,600,000 36,600,000 质押 29,800,000

黄伟鹏 境内自然人 18.3% 36,600,000 36,600,000 质押 19,250,000

黄少群 境内自然人 18.3% 36,600,000 36,600,000 质押 32,700,000

汕头市名远投资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3.71% 7,426,500 5,569,875

黄侦杰 境内自然人 3.05% 6,099,000 6,099,000 质押 6,099,000

黄侦凯 境内自然人 3.05% 6,099,000 6,099,000 质押 6,099,000

深圳市恒汇鑫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2.27% 4,547,100 0

深圳市年利达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1.35% 2,700,000 0

杨巍 境内自然人 0.31% 612,634 0

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

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

境内非国有法人 0.3% 604,7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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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深圳市恒汇鑫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4,547,100 人民币普通股 4,547,100

深圳市年利达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2,7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2,700,000

汕头市名远投资有限公司 1,856,625 人民币普通股 1,856,625

杨巍 612,634 人民币普通股 612,634

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

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

604,781 人民币普通股 604,781

莫丽英 480,300 人民币普通股 480,300

傅建彤 375,579 人民币普通股 375,579

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

交易担保证券账户

317,234 人民币普通股 317,234

罗妙冬 3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300,000

王文红 290,000 人民币普通股 290,0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

说明

公司前10名股东中，黄伟波、黄伟鹏、黄少群为兄弟关系，黄侦凯、黄侦杰系黄伟波

之子。黄伟波、黄伟鹏、黄少群、黄侦杰、黄侦凯系公司实际控制人与一致行动人。

前10名无限售流通股股东中，汕头市名远投资有限公司部分股东为公司高管及员

工，其他股东与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与一致行动。公司未知其他流通股东之间是否存

在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

第三节 重要事项

一、报告期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发生重大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一)资产负债科目

1.报告期末，预付款项较年初增长75.03%,主要原因为公司业务规模扩大，预付供应商货款增加；

2.报告期末，其他应收款较年初增长93.96%,主要原因为月末预付了运输费用及支付办事处备用金、差旅费的借支所致；

3.报告期末，其他流动资产较年初减少51.41%，主要原因为公司业务规模的扩大,增值税进项税期末

留抵额减少所致；

4.报告期末，在建工程较年初增长91.28� %,主要原因为募集资金项目佛山西陇的工程建设所致；

5.报告期末，应付票据较年初增长322.10%,主要原因为公司采购主要以票据结算为主；

6.报告期末，其他流动负债较年初减少34.29%，主要原因为以前年度收到的政府补助收入受益期限已到，确认了收入所

致；

(二)利润表科目

1.报告期末，营业收入较上年同期增加44.24%，主要原因为公司销售增长,主要为华东市场的扩大所致；

2.报告期末，营业成本较上年同期增加50.91%，主要原因为公司销售的增长以及原材料人工成本的增加所致；

3.报告期末,管理费用较上年同期增加36.99� %,�主要原因为工资及研发费用的增长所致；

4.报告期末,财务费用较上年同期增加149.96� %，主要原因为利息支出增加所致；

5.报告期末，资产减值损失较上年同期增加280.67� %,主要原因为其他应收款的增加计提减值损失所致；

(三)现金流量表项目

1.报告期末,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较上年同期增加2,266.94%,主要原因为公司销售规模的扩大，销售商品收到的

现金大幅增加所致；

2.报告期末,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较上年同期减少100.84%,主要原因为公司募集资金项目佛山西陇的工程建设

支出增加所致；

3.报告期末，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绝对额较上年同期减少4,246.25万元,主要为取得借款与偿还借款的净额大幅

增加所致；

二、公司或持股5%以上股东在报告期内或持续到报告期内的承诺事项

承诺事项 承诺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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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首次公开发行或再融

资时所作承诺

黄伟波 黄伟

鹏 黄少群 黄

侦凯 黄侦杰

自本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36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

托他人管理其已直接和间接持有的本公司股份，也

不由本公司收购该部分股份。

2011年05

月16日

2011年6

月2日至

2014年6

月1日

正在履行

黄伟波 黄伟

鹏 黄少群 黄

侦凯 黄侦杰

1、关于避免同业竞争的承诺。本公司实际控制人分

别向公司出具了《关于避免同业竞争的承诺函》，

明确声明其目前不存在与本公司的同业竞争；未

来直接或间接持有本公司股份期间，不会以任何

方式从事与本公司发生同业竞争的业务；并就出

现同业竞争的情形时，其应采取的消除和避免同

业竞争的措施，以及赔偿因同业竞争给本公司造

成的损失等事项作出了承诺。2、丙类仓或盐酸车间

重建或搬迁承诺。鉴于公司在汕头市有两处房产因

地方政府重新规划无法办理房产证，包括丙类仓及

盐酸车间。上述两处房产存在被拆除的风险，可能

对公司的经营产生一定影响。针对上述情况，公司

分别制定了丙类仓重建及盐酸车间搬迁计划。就此

事项公司实际控制人共同承诺：如果公司的丙类仓

或盐酸车间在重建或搬迁完成前就被拆除，实际控

制人将承担因此造成的全部直接或间接经济损失。

2011年05

月16日

长期 正在履行

汕头市名远

投资有限公

司

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 12�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

托他人管理其持有的本公司股份，也不由本公司

回购其持有的股份。每年转让的公司股份将不超

过所持有公司股份总数的25%；并将及时向公司申

报所持有的公司股份及其变动情况。

2011年05

月16日

长期 正在履行

黄伟波 黄伟

鹏 黄少群 黄

侦杰

在担任董事期间，不单独采取行动以致每年减少其

持有的本公司股份超过25%，且离职后半年内，不

减少其持有的本公司股份。在申报离任6个月后的

12个月内通过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出售本公司股

票数量占其所持有本公司股票总数的比例不超过

50%。

2011年05

月16日

长期 正在履行

其他对公司中小股东

所作承诺

黄侦凯

在任职期间每年转让的股份不超过其所持有本公

司股份总数的 25%；离职后半年内，不转让其所持

有的本公司股份。在申报离任 6�个月后的 12�个月

内通过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出售本公司股票数量

占其所持有本公司股票总数的比例不超过 50%。

2013年03

月28日

长期 正在履行

公司

2013�年 2�月 25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

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7，800万超募资金用于

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公司承诺，超募资金

用于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后的 12�个月内不进行高

风险投资以及为他人提供财务资助。

2013年2

月25日

12个

月

正在履行

承诺是否及时履行 是

是否就导致的同业竞

争和关联交易问题作

出承诺

是

承诺的解决期限 不适用

解决方式 按照承诺严格履行

承诺的履行情况 承诺履行情况良好

三、对2013年1-6月经营业绩的预计

201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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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3年1-6月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变动幅度（%） -20% 至 10%

2013年1-6月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变动区间（万元） 2,828 至 3,889

2012年1-6月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万元） 3,536

业绩变动的原因说明

1、新客户开发取得成效，公司成为中石化的指定供应

商；公司全资子公司广州西陇化工有限公司成为SK�

Networks�华南地区总经销商，代理SKC医药级丙二醇；广

州西陇作为韩国LG化学电子级和普通级异丙醇的指定经

销商,�都对公司业务开展产生积极影响。

2、受宏观经济大环境影响，面临人工成本上升等不利

因素；

3、公司加强渠道建设，费用支出增加。同时，部分渠道

市场尚处培育阶段，短期收益不明显。

西陇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黄伟波

2013年4月25日

证券代码：002584� � � �证券简称：西陇化工 公告编号：2013-027

西陇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子公司获得SKC和LG� Chem

经销商授权的公告

本公司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西陇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全资子公司广州市西陇化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州西陇” ）获得SKNetworks� Co.,� LTD中国

华南地区总经销商授权，在华南地区代理经销SKNetworks� Co.,� LTD的SKC医药级丙二醇(PGUSP)，本次授权有效期截止至

2013年12月31日。

丙二醇具有很好的引湿性及溶解力，用途广泛，可用作香精香料、化妆品、油脂、树脂、涂料的溶剂，以及烟草润湿剂、不

饱和树脂、乳化剂、润滑剂、脱水剂等。SKC生产的医药级丙二醇，可用于医药品原料，符合美国药典（USP）和欧洲、中国、日

本的品质标准。

此外，广州西陇获得韩国LG� Chem电子级和普通级异丙醇的指定经销商资质。异丙醇是重要的化工产品和原料，主要用

于医药、化妆品、农药、涂料、纺织助剂等。

以上授权的取得将有利于提升公司的集成供应能力，巩固公司在化学试剂行业的综合配套优势，有效提升公司的竞争

力。

西陇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3年4月24日

第一节 重要提示

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应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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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负责人杨焰、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耿立新及会计机构负责人杨俊声明：保证季度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

整。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次季报的董事会会议。

第二节 主要财务数据及股东变化

一、主要财务数据

本报告期对以前期间财务数据是否进行了追溯调整或重述

□ 是 √ 否

2013年1-3月 2012年1-3月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

减（%）

营业收入（元） 855,284,387.80 693,244,678.63 23.3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50,568,267.22 39,757,514.38 27.1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元）

46,790,473.03 38,751,394.86 20.75%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34,477,313.88 11,162,460.88 208.87%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7 0.13 30.77%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7 0.13 30.77%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4.1% 3.46% 0.64%

2013年3月31日 2012年12月31日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期

末增减(%)

总资产（元） 2,404,281,549.87 2,527,066,933.35 -4.8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1,258,388,089.39 1,207,819,822.17 4.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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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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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27,494.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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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50,300.00

合计 3,777,794.19

二、报告期末股东总数及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股东总数 19,9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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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疆天康控股

（集团）有限公

司

国有法人 38.24% 112,706,100 0 冻结 4,006,793

新疆维吾尔自

治区畜牧科学

院

国有法人 6.03% 17,772,709 0

新疆天达生物

制品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5.64% 16,634,707 0 冻结 14,137,000

朱文涛 境内自然人 5.63% 16,598,873 0

河南宏展投资

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4.97% 14,647,370 0

新疆生产建设

兵团国有资产

经营公司

国有法人 1.72% 5,070,000 5,070,000

全国社保基金

一零二组合

其他 1.32% 3,877,688 0

新疆生产建设

兵团投资有限

责任公司

国有法人 1.29% 3,790,000 0

徐斌 境内自然人 1.16% 3,408,101 0

平安信托有限

责任公司—投

资精英之淡水

泉

其他 1.1% 3,238,7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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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疆天康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112,706,100 人民币普通股 112,706,100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畜牧科学院 17,772,709 人民币普通股 17,772,709

新疆天达生物制品有限公司 16,634,707 人民币普通股 16,634,707

朱文涛 16,598,873 人民币普通股 16,598,873

河南宏展投资有限公司 14,647,370 人民币普通股 14,647,370

全国社保基金一零二组合 3,877,688 人民币普通股 3,877,688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投资有限责任

公司

3,790,000 人民币普通股 3,790,000

徐斌 3,408,101 人民币普通股 3,408,101

平安信托有限责任公司—投资精

英之淡水泉

3,238,748 人民币普通股 3,238,748

中江国际信托股份有限公司资金

信托合同（金狮151号）

2,645,064 人民币普通股 2,645,064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

说明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国有资产经营公司为新疆天康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控股股东、本

公司实际控制人，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国有资产经营公司与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投资有限

责任公司同属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国资委直属企业。除此之外公司未知其他前十名股东

之间、前十名流通股股东之间、前10名流动股股东和前10名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

系，也未知是否属于一致行动人。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明

（如有）

无。

第三节 重要事项

一、报告期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发生重大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1、收入及利润情况：

（1）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总收入85,528.44万元，同比增长23.37%，主要系植物蛋白业务销量同比增长，导致销售收入

增加8,425万元，增长69.19%；饲料业务因产销量扩大和农产品原料价格上涨、饲料产品价格上调等因素，导致销售收入增加6,

641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14.26%；制药业务销售收入较上年同期基本持平；

（2）报告期内，销售费用较上年同期增加1,131.46万元，同比增长41.54%，主要系因业务规模扩大导致销售费用同比上

升；

（3）报告期内，管理费用较上年同期增加1,088.37万元，同比增长48.53%，主要系业务规模扩大导致人工费用、技术服务

费同比上升；

（4）报告期内，投资收益较上年同期增加299.83万元，同比增长112.83%，主要系公司参股子公司新疆天康畜牧科技有限

公司生猪养殖业务的经营业绩较上年同期有大幅上升。

2、资产及负债情况：

（1）报告期内，其他应收款较年初增长377.15%，主要为公司业务拓展导致差费借款及投标保证金增加；

（2）报告期内，短期借款较年初减少30.58%，主要系银行借款减少18,500万元导致短期借款下降。

3、现金流量情况：

（1）报告期内，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较上年同期上升208.87%，主要系公司产销规模扩大，销售收入上升导致经

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增加；

（2）报告期内，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净流量较上年同期下降17.87%，主要系公司项目投资建设资金较上年略有下降；

（3）报告期内，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较上年同期下降66.77%，主要系公司银行借款净增加额较上年同期减少

1.85亿元所致；

二、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无。

三、公司或持股5%以上股东在报告期内或持续到报告期内的承诺事项

承诺事项 承诺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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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河南宏展投资有限公

司

不从事与宏展实业和开创饲料相竞争的

业务。

2008年01

月01日

长期 正在履行

资产重组时所作承诺 ——— ——— ——— ——— ———

首次公开发行或再融

资时所作承诺

控股股东新疆天康控

股（集团）有限公司

承诺不与公司发生同业竞争行为。

2006年01

月01日

长期 正在履行

其他对公司中小股东

所作承诺

新疆天康畜牧生物技

术股份有限公司

1、公司将实行持续、稳定的利润分配政

策，采用现金、股票、现金与股票相结合

的方式分配利润； 2、未来三年内，公司

将积极采取现金方式分配利润，在符合

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和制度的有关

规定和条件下，每年以现金方式分配的

利润不低于当年实现的可分配利润的

10%。如果未来三年内公司净利润保持持

续稳定增长，公司可提高现金分红比例

或实施股票股利分配，加大对股东的回

报力度； 3、未来三年内，公司原则上每年

度进行一次现金分红，公司董事会可以

根据公司的盈利情况和资金状况提议公

司进行中期现金分配。

2012年08

月03日

三年 正在履行

承诺是否及时履行 是

未完成履行的具体原

因及下一步计划

无。

是否就导致的同业竞

争和关联交易问题作

出承诺

否

承诺的解决期限 无。

解决方式 无。

承诺的履行情况 严格履行承诺。

四、对2013年1-6月经营业绩的预计

201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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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3年1-6月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变

动幅度（%）

0% 至 30%

2013年1-6月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变

动区间（万元）

60,185,939.21 至 78,241,720.97

2012年1-6月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万元）

60,185,939.21

业绩变动的原因说明

公司各项业务稳步发展，预计2013年1-6月归属母公司所有者净利润同比

增长小于30%。

五、上市公司发生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非经营性占用资金情况

无。

六、证券投资情况

无。

新疆天康畜牧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杨焰

二〇一三年四月二十五日

第一节 重要提示

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应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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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负责人许建成、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黄燕琴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蔡海树声明：保证季度报告中财务报

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次季报的董事会会议。

第二节 主要财务数据及股东变化

一、主要财务数据

本报告期对以前期间财务数据是否进行了追溯调整或重述

□ 是 √ 否

2013年1-3月 2012年1-3月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

减（%）

营业收入（元） 346,757,502.52 283,594,436.87 22.2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11,047,089.19 15,189,325.06 -27.2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元）

8,253,728.18 14,826,934.48 -44.33%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602,511.15 -1,288,737.61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226 0.0311 -27.33%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226 0.0311 -27.33%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0.93% 1.33% -0.4%

2013年3月31日 2012年12月31日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期

末增减(%)

总资产（元） 3,010,867,754.65 3,339,408,143.77 -9.8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1,187,059,774.66 1,175,993,045.52 0.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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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61,520.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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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70,037.14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108,347.23

所得税影响额 733,977.64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1,095,872.24

合计 2,793,361.01 --

二、报告期末股东总数及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股东总数 18,7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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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许金和 境内自然人 18.15% 88,704,802 0 质押 88,532,002

许建成 境内自然人 14.52% 70,963,913 53,222,935 质押 70,935,813

福建君合集团

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7.75% 37,888,825 质押 37,872,900

陕西省国际信

托股份有限公

司-锦江证券信

托

境内非国有法

人

4.6% 22,500,077

华宝信托有限

责任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4.36% 21,282,500

中融国际信托

有限公司－中

融联合梦想二

号

境内非国有法

人

4.09% 19,965,000

许木林 境内自然人 2.22% 10,839,781 质押 10,000,000

莆田市精密模

具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1.93% 9,421,530 质押 8,180,186

中国对外经济

贸易信托有限

公司－新股＋

套利

境内非国有法

人

0.63% 3,102,211

兴业证券股份

有限公司约定

购回专用账户

境内非国有法

人

0.5% 2,46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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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许金和 88,704,802 人民币普通股 88,704,802

福建君合集团有限公司 37,888,825 人民币普通股 37,888,825

陕西省国际信托股份有限公司-

锦江证券信托

22,500,077 人民币普通股 22,500,077

华宝信托有限责任公司 21,282,500 人民币普通股 21,282,500

中融国际信托有限公司－中融联

合梦想二号

19,965,000 人民币普通股 19,965,000

许建成 17,740,978 人民币普通股 17,740,978

许木林 10,839,781 人民币普通股 10,839,781

莆田市精密模具有限公司 9,421,530 人民币普通股 9,421,530

中国对外经济贸易信托有限公

司－新股＋套利

3,102,211 人民币普通股 3,102,211

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约定购回

专用账户

2,460,000 人民币普通股 2,460,0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

说明

前十大股东中，许金和、许建成、许木林为同一家族成员，存在关联关系；公司未知其他

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也未知是否属于一致行动人。

第三节 重要事项

一、报告期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发生重大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34,675.75万元，同比增加22.27%，净利润1,104.71万元，同比减少27.27%。主要原因为：2012年

纺织行业整体低迷，国内外市场需求疲软，对公司本报告期订单利润有惯性影响；同时，报告期内公司降低了部分原材料库

存，该部分收入利润率较低。报告期与去年第四季度相比，纺织印染版块的盈利能力已有明显回升。此外，受季节性因素影

响，公司2012年12月份通过增资实现控股的众和新能源公司对营业收入和净利润的贡献较小。

单位：万元

资产负债表项目 注释 年末数 年初数 增减变动幅度

货币资金 注1 25,860.77 59,812.71 -56.76%

应收账款 注2 47,720.46 32,199.99 48.20%

预付款项 注3 11,718.76 17,147.53 -31.66%

其他应收款 注4 5,997.97 3,205.17 87.13%

预收款项 注5 4,629.54 3,398.51 36.22%

应付利息 注6 1,012.00 2,413.14 -58.06%

其他应付款 注7 13,542.44 19,399.46 -30.19%

其他流动负债 注8 20,000.00 40,000.00 -50.00%

利润表项目 本期数 上年同期数 增减变动幅度

管理费用 注9 2,572.31 1,844.35 39.47%

现金流量表项目 本期数 上年同期数 增减变动幅度

支付给职工以及为职工支付的现金 注10 3,310.03 2,230.36 48.41%

支付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注11 2,407.64 1,751.14 37.49%

投资支付的现金 注12 - 3,000.00 -100.00%

取得借款收到的现金

见注8

15,680.00 32,750.00 -52.12%

偿还债务支付的现金 44,250.10 18,760.00 135.87%

分配股利、利润或偿付利息支付的现金 见注6 2,780.79 899.40 209.18%

主要财务指变动情况附注如下：

注1、货币资金减少原因：由于报告期暂借定向增发募集资金2亿用于归还到期的短期融资券；子公司归还银行借款1.55

亿。

注2、应收账款增加原因：报告期内降低原材料库存，已销售货款未回笼所致。

注3、预付账款减少原因：系上期预付的货款报告期内收到货物所致。

注4、其他应收款增加原因：系报告期内转让子公司应收股权转让款所产生。

注5、预收账款增加原因：系报告期内销售订单预收货款增加所致。

注6、应付利息减少原因：系报告期内偿付2亿到期短期融资券所对应的利息所致。

注7、其他应付款减少原因：主要为报告期归还子公司少数股东欠款。

注8、其他流动负债减少原因：为归还到期的短期融资券2亿。

注9、管理费用增加原因：主要为报告期与上年同期相比增加合并新能源公司的费用。

注10、支付给职工以及为职工支付的现金增加原因：主要为人工成本持续提高，且报告期增加合并新能源公司支付给职

工以及为职工支付的现金。

注11、支付的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增加原因：报告期增加合并新能源公司的费用。

注12、投资支付的现金变动原因：主要为上年同期发生对参股子公司的投资支出。

二、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无。

重要事项概述 披露日期 临时报告披露网站查询索引

暂借闲置募集资金归还到期短期融资

券事项

2013年01月22日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三、公司或持股5%以上股东在报告期内或持续到报告期内的承诺事项

承诺事项 承诺方 承诺内容 承诺时间 承诺期限 履行情况

股改承诺 无 无 不适用 不适用

收购报告书或权益变

动报告书中所作承诺

无 无 不适用 不适用

资产重组时所作承诺 无 无 不适用 不适用

首次公开发行或再融

资时所作承诺

1、董事

长许建

成；2、公

司股东

许金和

先生、许

建成先

生、莆田

市华纶

鞋业有

限公司

（现福建

君合集

团有限

公司）

1、许建成作为发行人董事承诺：在承诺的限售期届

满后，在其任职期间内每年转让的股份不超过其所

持有发行人股份总数的百分之二十五；离职后半年

内，不转让其所持有的发行人股份。2、避免同业竞

争的承诺："在本公司（本人）持有贵公司5%以上股

份期间内，本公司（本人）及本公司（本人）控制的

其他企业、公司或其他经济组织将不在中国境内外

以任何形式从事与贵公司主营业务或者主要产品

相竞争或者构成竞争威胁的业务活动，包括在中国

境内外投资、收购、兼并或受托经营管理与贵公司

主营业务或者主要产品相同或者相似的公司、企业

或者其他经济组织；若贵公司将来开拓新的业务领

域，贵公司享有优先权，本公司（本人）控制的其他

公司、企业或经济组织将不再发展同类业务。

2003年06

月30日

1、报告期

内，公司上

述股东履

行了承诺，

未转让其

持有的股

份。2、报告

期内，公司

上述股东

均履行了

上述承诺，

未发生同

业竞争的

情况。

其他对公司中小股东

所作承诺

1、股东

许木林

先生

1、在辞职之日起5年内，不在中国境内外以任何形

式从事与公司主营业务或者主要产品相竞争或者

构成竞争威胁的业务活动。

2010年08

月17日

1、许木林

先生遵守

承诺，未出

现同业竞

争情况。

承诺是否及时履行 是

未完成履行的具体原

因及下一步计划

不适用

是否就导致的同业竞

争和关联交易问题作

出承诺

否

承诺的解决期限 不适用

解决方式 不适用

承诺的履行情况 不适用

四、对2013年1-6月经营业绩的预计

201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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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3年1-6月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变

动幅度（%）

10% 至 50%

2013年1-6月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变

动区间（万元）

3,636.07 至 4,995.78

2012年1-6月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万元）

3,330.52

业绩变动的原因说明

纺织行业正逐步走出低迷阶段，公司并购的锂电新能源业务通过资源整

合和产业链协同，将较大程度上提高公司整体盈利水平。

福建众和股份有限公司

证券代码：002070� � � �证券简称：众和股份 公告编号：2013-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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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陇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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