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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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负责人易茂中、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石伟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宋艳涛声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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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后

营业收入（元） 92,668,845.48 81,456,363.98 82,610,829.99 12.1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1,356,284.20 12,273,151.10 11,851,140.66 -88.5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元）

-51,895.92 10,086,278.17 9,664,267.73 -100.54%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4,834,818.76 -18,474,702.93 -18,651,318.03 125.92%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1 0.06 0.06 -83.33%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1 0.06 0.06 -83.33%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0.23% 2.04% 1.97% -1.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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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后

总资产（元） 1,219,732,032.61 1,003,676,413.59 1,152,651,876.21 5.8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602,324,751.50 606,821,809.42 600,968,467.30 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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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567.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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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04,167.41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14,086.56

所得税影响额 291,073.22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49,568.19

合计 1,408,180.1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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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0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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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南大学粉末

冶金工程研究

中心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17.73% 37,938,618 37,212,718

湖南湘投高科

技创业投资有

限公司

国有法人 14.09% 30,144,000 28,724,198

中国航空器材

集团公司

国有法人 9.26% 19,820,306 0

广州科技创业

投资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2.62% 5,600,000 263,764

全国社会保障

基金理事会转

持三户

国有法人 1.42% 3,047,320 3,047,320

浏阳市信用投

资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1.29% 2,765,700 0

熊翔 境内自然人 1.16% 2,472,000 0

高永清 境内自然人 0.76% 1,636,698 0

郭超贤 境内自然人 0.37% 800,000 800,000

蒋辉珍 境内自然人 0.35% 750,000 75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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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航空器材集团公司 19,820,306 人民币普通股

广州科技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5,336,236 人民币普通股

浏阳市信用投资有限公司 2,765,700 人民币普通股

熊翔 2,472,000 人民币普通股

高永清 1,636,698 人民币普通股

湖南湘投高科技创业投资有限公

司

1,419,802 人民币普通股

中南大学粉末冶金工程研究中心

有限公司

725,900 人民币普通股

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

交易担保证券账户

693,650 人民币普通股

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

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

689,136 人民币普通股

乐昌市雅鲁污水处理有限公司 524,489 人民币普通股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

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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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预付款项较期初增加3493.2万元，增幅180.95%，主要为预付货款、设备款增加所致；在建工程较期初增加1471.21万元，增

幅72.67%，主要为原有项目的继续投入；应付票据较期初增加1795.17万元，增幅54.39%，主要因为票据结算业务增加所致；预

收款项增加792.89万元， 增幅259.95%， 主要因为收到客户的预付款项增加； 应付职工薪酬较期初减少136.70万元， 降幅

34.15%，主要由于上年末计提的奖金等已于一季度发放完毕；财务费用同比增加261.23万元，增幅151.43%，主要因为银行借款

较同期增加所致；营业利润同比减少1084.13万元，降幅92.52%，主要由于一季度高毛利产品所占销售比重下降以及博云汽车

的折旧影响所致；营业外收入、营业外支出同比分别下降71.08%、99.92%，主要由于收到的政府补贴收入和资产处置减少所

致；所得税费用同比降低56.14%，主要因为利润减少所致。

二、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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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 无 无 不适用

收购报告书或权益变动报告书中所作

承诺

无 无 无 不适用

资产重组时所作承诺 无 无 无 不适用

首次公开发行或再融资时所作承诺

控股股东粉冶

中心及股东高

创投

自公司股票在

深圳证券交易

所上市交易起

六十个月内，

不转让或者委

托他人管理本

单位已经直接

或间接持有的

公司股份，也

不由公司回购

该部分股份。

上市前 已切实履行

其他对公司中小股东所作承诺

实际控制人中

南大学、控股

股东粉冶中心

及主要股东高

创投、中航材

作出避免同业

竞争承诺，除

在公司投资

外，将不在任

何区域投资或

从事与公司相

同或相近的业

务。

2008年01月18

日

已切实履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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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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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已切实履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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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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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57.51 至 3,086.26

2012年1-6月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万元）

2,057.51

业绩变动的原因说明 主营业务产品销售增长致业绩有所上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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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合计 0 0 0 0 -- 0 --

期末合计值占期末净资产的比例

(%)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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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合计 0.00 0 -- 0 -- 0.00 0.00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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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负责人史万福、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马红菊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闫文鸽声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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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9,303,969.73 180,066,897.82 5.4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5,485,508.92 10,564,336.56 -48.0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元）

5,194,656.81 10,436,836.56 -50.23%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13,098,500.61 -128,680,656.26 -89.82%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5 0.1 -50%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5 0.1 -5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0.54% 1.24% -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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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19,197,947.15 1,590,762,360.77 -4.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893,991,707.93 888,569,609.01 0.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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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82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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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0,000.00

所得税影响额 51,326.84

合计 290,852.1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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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4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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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史万福 28.37% 29,310,464 29,310,464 质押 14,652,600

马红菊 23.89% 24,682,496 24,682,496

曲洪普 7.46% 7,713,280 5,784,960

邵学良 5.32% 5,497,280 5,495,460

华泰证券股份

有限公司约定

购回专用账户

2.6% 2,690,000 0

马艳红 2.53% 2,611,968 2,611,968

胡美云 0.56% 573,849 0

焦会芬 0.44% 455,237 0

银泰证券有限

责任公司

0.39% 400,000 0

上海英博企业

发展有限公司

0.35% 36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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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约定购回

专用账户

2,690,000 人民币普通股 2,690,000

曲洪普 1,928,320 人民币普通股 1,928,320

胡美云 573,849 人民币普通股 573,849

焦会芬 455,237 人民币普通股 455,237

银泰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4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400,000

上海英博企业发展有限公司 362,000 人民币普通股 362,000

顾学伦 314,800 人民币普通股 314,800

费德军 228,800 人民币普通股 228,800

厦门国际信托有限公司－塔晶华

南虎一号集合资金信托

228,500 人民币普通股 228,500

赵萱 207,542 人民币普通股 207,542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

说明

上述股东中，史万福先生和马红菊女士为夫妻关系，为一致行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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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资产负债表项目：

货币资金较年初下降33.47%，主要系子公司洛阳万富小额贷款股份有限公司发放贷款增加所致。

应收票据较年初上升187.47%，主要系公司结算时票据增加所致。

预付款项较年初下降32.49%，主要系供应商一季度供应原材料所致。

应收利息较年初上升116.41%，主要系子公司洛阳万富小额贷款股份有限公司发放贷款增加，月底计提利息增加所致。

存货较年初上升44.67%，主要系原材料增加、库存商品增加所致。

其他流动资产较年初下降100%，主要系子公司洛阳万富小额贷款股份有限公司银行理财到期收回所致。

发放贷款及垫款较年初增加57.04%，主要系子公司洛阳万富小额贷款股份有限公司发放贷款增加所致。

应付职工薪酬较年初下降60.52%，主要系2012年计提费用2013年一季度支付所致。

其他应付款较年初上升42.11%，主要系运费等未结算所致。

利润表项目：

营业税金及附加较去年同期上升1523.66%，主要系子公司洛阳万富小额贷款股份有限公司税金及附加增加所致。

销售费用较去年同期上升34.44%，主要系销售运费增加所致。

财务费用较去年同期上升130.22%，主要系母公司短期借款较去年同期增加所致。

资产减值损失较去年同期上升496.91%，主要系坏账准备、贷款损失准备计提增加所致。

营业外收入较去年同期上升133.33%，主要系收到政府补助增加所致。

归属于母公司净利润较去年同期下降48.08%，主要系母公司一季度利润下降、成本、费用增加所致。

现金流量表项目：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较去年同期上升89.82%，主要系公司一季度加大回款力度，预付原材料款减少所致。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较去年同期下降193.72%，主要系公司银行理财到期收回所致。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较去年同期下降2583.72%，主要系一季度归还银行借款所致。

二、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公司于2013年1月14日召开了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的有关议案。并经

2013年2月1日召开的2013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重要事项概述 披露日期 临时报告披露网站查询索引

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的有关事

宜

2013年01月16日

详见2013年1月16日证券时报、中国证券

报和巨潮资讯网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七

次会议决议公告（2013-006）。

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的有关事

宜

2013年02月02日

详见2013年2月2日证券时报、中国证券

报和巨潮资讯网2013年第一次临时股

东大会决议公告（2013-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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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资产重组时所作承诺

首次公开发行或再融

资时所作承诺

公司实际

控制人史

万福及马

红菊夫妇

自通达电缆公开发行股票上市之日起36个月内，本

人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人持有的通达电缆股

份，也不由通达电缆回购本人持有的股份。

2011年03

月03日

36个月

严格履行

中

公司实际

控制人史

万福及马

红菊夫

妇、及股

东曲洪普

先生和邵

学良先生

本人在直接或间接持有股份公司5%以上股份期间或

担任股份公司副总经理以上职务期间，不再对任何

与股份公司从事相同或相近业务的其他企业进行投

资、控制或担任高级管理人员。本人在直接或间接持

有股份公司5%以上股份期间或担任股份公司副总经

理以上职务期间，如股份公司进一步拓展其产品和

业务范围，本人承诺不在与股份公司拓展后的产品

或业务相竞争的企业进行投资、控制或担任高级管

理人员；若出现在与股份公司拓展后的产品或业务

产生竞争的企业中进行投资、控制或担任高级管理

人员的情形，本人按包括但不限于以下方式退出与

股份公司的竞争：（1）、确保本人控制的企业停止生

产、经营构成竞争或可能构成竞争的产品、业务（2）

确保本人及本人控制的企业将相竞争的资产、业务

或权益以合法方式置入股份公司；（3）确保本人控

制的企业将相竞争的业务转让给无关联的第三方；

（4）本人辞去在与股份公司竞争企业中担任的高级

管理职务；（5）本人将在与股份公司竞争企业中的

投资转让给非关联方（6）采取其他对维护股份公司

权益有利的行动以消除同业竞争。

2011年03

月03日

在持有公

司股份

5%以上

或在公司

担任高管

期间

严格履行

中

其他对公司中小股东

所作承诺

公司

公司承诺：在本次对外投资完成（小额贷款公司领取

工商营业执照为准）后的十二个月内，不使用闲置募

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或将募集资金投向变更为

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

2012年09

月24日

2012年12

月7日至

2013年12

月7日

严格履行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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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适用

承诺的履行情况 严格履行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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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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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06 至 2,114

2012年1-6月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万元）

3,020.55

业绩变动的原因说明

1.预计母公司主营业务收入有所下降，产品毛利率下降。2.预计销售费用、

财务费用有所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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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合计 0 0 0 0 -- 0 --

期末合计值占期末净资产的比例

(%)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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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合计 0.00 0 -- 0 -- 0.00 0.00 -- --

持有其他上市公司股权情况的说明

报告期内，公司未持有其他上市公司股权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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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负责人李春建、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杜永强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李小容声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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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后

营业收入（元） 265,991,822.89 304,581,375.33 304,581,375.33 -12.6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139,871.51 128,651.41 67,781.41 106.3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元）

-50,972.36 -228,821.04 -289,691.04 82.4%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44,511,932.72 -24,406,735.89 -24,477,009.96 -81.85%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007 0.0007 0.0003 133.33%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007 0.0007 0.0003 133.33%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0.02% 0.02% 0.01% 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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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后

总资产（元） 741,993,325.54 735,876,347.12 735,876,347.12 0.8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582,736,998.29 583,924,925.45 583,924,925.45 -0.2%

说明：公司2012年发生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追溯调整了财务报表，相关公告参见2013年3� 月20日的《中国证券报》、

《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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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5.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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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1,958.00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34,722.61

所得税影响额 56,735.06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20,638.68

合计 190,843.8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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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7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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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泸州北方化学

工业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50.44% 99,812,871

西安北方惠安

化学工业有限

公司

国有法人 15.71% 31,089,255

中国北方化学

工业集团有限

公司

国有法人 4.94% 9,776,111

全国社会保障

基金理事会转

持二户

国有法人 2.5% 4,950,000

泸州老窖股份

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0.53% 1,042,370

郑景涛 境内自然人 0.27% 528,600

三一集团有限

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0.24% 482,000

杨骏 境内自然人 0.21% 417,837

商洛市秦俑酒

精有限责任公

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0.2% 390,805

尚爱军 境内自然人 0.18% 364,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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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泸州北方化学工业有限公司 99,812,871 人民币普通股

西安北方惠安化学工业有限公司 31,089,255 人民币普通股

中国北方化学工业集团有限公司 9,776,111 人民币普通股

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转持二

户

4,950,000 人民币普通股

泸州老窖股份有限公司 1,042,370 人民币普通股

郑景涛 528,600 人民币普通股

三一集团有限公司 482,000 人民币普通股

杨骏 417,837 人民币普通股

商洛市秦俑酒精有限责任公司 390,805 人民币普通股

尚爱军 364,200 人民币普通股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

说明

公司第一大股东泸州北方化学工业有限公司和第二大股东西安北方惠安化学工业有

限公司均是中国北方化学工业集团有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中国北方化学工业集团有

限公司直接和间接持有公司共计71.09%的股权，是公司间接控股股东。中国北方化学

工业集团有限公司是中国兵器工业集团公司的全资子公司，中国兵器工业集团公司是

公司的实际控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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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资产负债表项目

货币资金期末余额比年初余额减少48.93%，主要原因是报告期内季节性采购原材料支付货款。

应收票据期末余额比年初余额减少49.23%，主要原因是报告期内背书转让或票据到期承兑。

应收账款期末余额比年初余额增加34.00%，主要原因是报告期内部分客户赊销期延长所致。

存货期末余额比年初余额增加55.13%，主要原因是报告期内季节性采购原材料并验收入库所致。

在建工程期末余额比年初增加78.18%，主要原因是报告期内废水治理等工程的持续建设。

短期借款期末余额比年初余额增加33.33%，主要原因是报告期内新增银行短期借款1000万元。

应付账款期末余额比年初余额增加51.31%，主要原因是报告期内强化资金管理、未结算的货款增加。

预收账款期末余额比年初余额减少38.68%，主要原因是报告期内对上期预收货款陆续完成结算。

应付职工薪酬期末余额比年初余额减少52.19%， 主要原因是报告期内结算了员工2012年度效益工资以并支付了2012年

下半年员工住房公积金。

应交税费期末余额比年初余额减少99.23%，主要原因是报告期内缴纳了上年末的各项税费。

2、利润表项目

营业税金及附加本期发生额较上期发生额减少72.29%，主要原因是购进原材料进项税增加，应交增值税同比减幅较大，

导致相应的附加税减少。

财务费用本期发生额较上期发生额增加232.53万元，主要原因是利息支出增加和人民币升值导致汇兑净损失同比增加。

利润总额本期发生额较上期发生额增加136.48%，主要原因是母公司收入、营业利润同比增加，上期基数较小所致。

3、现金流量表项目

支付的各项税费现金项目本期发生额较上期发生额减少41.54%，主要原因是本报告期内支付的跨年度应交税费较上年

同期减少。

分配股利、利润或偿付利息支付的现金较上期发生额增加294.71%，主要原因是本报告期内利息支出同比增加以及子公

司支付给少数股东的股利同比增加所致。

二、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公司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的申请已于2013年2月18日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的正式批复，具体批复内容请参见公

司于2013年2月19日披露的《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的申请获得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核准的公告》。报告期内，公

司积极开展非公开发行股票事宜，各项工作有序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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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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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0 至 600

2012年1-6月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万元）

468.35

业绩变动的原因说明

公司持续加强市场运作，产品销量有所上升，硝化棉产品价格、原材料价

格均同比降低；同时，控股子公司经销业务效益同比向好，但因持股比例

同比降低导致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减少。综上，公司预计上半年

业绩同比基本持平。

公司法定代表人：李春建

四川北方硝化棉股份有限公司

二○一三年四月二十五日

山东登海种业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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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 第一季度

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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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负责人李登海、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王龙祥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李彦声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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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9,477,020.04 157,247,522.04 103.1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75,300,072.98 31,029,289.99 142.6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元）

72,615,850.17 31,014,599.91 134.13%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24,863,185.20 37,793,799.47 -165.79%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2139 0.0882 142.52%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2139 0.0882 142.52%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5.42% 2.71% 2.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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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82,196,878.42 2,941,870,521.09 -2.0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1,428,202,471.86 1,352,902,398.88 5.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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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77,192.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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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70,303.63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342,736.53

所得税影响额 633,421.22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287,115.28

合计 2,684,222.8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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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5,4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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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莱州市农业科

学院

境内非国有法

人

53.1% 186,899,227

李登海 境内自然人 7.28% 25,625,600 19,219,200

莱州市高新投

资有限责任公

司

国有法人 1.44% 5,060,000

毛丽华 境内自然人 1.16% 4,076,250 4,076,250

中国银行－易

方达深证100交

易型开放式指

数证券投资基

金

其他 0.55% 1,949,687

中国工商银

行－融通深证

100指数证券投

资基金

其他 0.51% 1,782,831

中国民生银

行－银华深证

100指数分级证

券投资基金

其他 0.43% 1,518,646

中国农业银

行－中邮核心

成长股票型证

券投资基金

其他 0.43% 1,505,759

全国社保基金

六零二组合

其他 0.43% 1,499,960

中国建设银

行－宝康消费

品证券投资基

金

其他 0.37% 1,3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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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莱州市农业科学院 186,899,227 人民币普通股

李登海 6,406,400 人民币普通股

莱州市高新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5,060,000 人民币普通股

中国银行－易方达深证100交易

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1,949,687 人民币普通股

中国工商银行－融通深证100指

数证券投资基金

1,782,831 人民币普通股

中国民生银行－银华深证100指

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

1,518,646 人民币普通股

中国农业银行－中邮核心成长股

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1,505,759 人民币普通股

全国社保基金六零二组合 1,499,960 人民币普通股

中国建设银行－宝康消费品证券

投资基金

1,3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

交易担保证券账户

1,283,151 人民币普通股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

说明

李登海为本公司控股股东莱州市农业科学院的实际控制人，毛丽华为公司控股股东莱

州市农业科学院的股东。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人未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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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收账款期末较期初增长110.56%，主要原因是本期公司根据市场情况，在经销商已实现的返利限额内，对信誉较好

的经销商加大了信用支持。

2．应收利息期末较期初增长117.41%，主要原因是本期银行定期存款期限较长，应收利息相应增加所致。

3．其他应收款期末较期初增长42.37%，主要原因是公司本期因资产出售而形成的应收款项增加所致。

4．长期待摊费用期末较期初增长121.28%，主要原因是公司本期新增装修费用影响所致。

5．应付账款期末较期初减少87.02%，主要原因是公司本期支付生产基地制种款所致。

6．预收款项期末较期初减少62.98%，主要原因是本期实现销售结转收入所致。

7．营业收入本期较上年同期增长103.17%、营业成本本期较上年同期增长92.40%，主要原因是本期玉米种销量较上年同

期大幅增加所致。

8．营业税金及附加本期较上年同期减少81.38%，主要原因是本期缴纳的税费减少所致。

9．管理费用本期较上年同期增长63.43%，主要原因应支付的品种权特许使用费增加所致。

10．资产减值损失本期较上年同期增长715.27%，主要原因是本期应收款项较上年同期增加，相应的坏账准备增加所

致。

11．营业利润本期较上年同期增长211.90%，主要原因是公司玉米种销量较上年同期大幅增加所致。

12．营业外收入本期较上年同期增长1334.99%，主要原因是公司本期确认的政府补助及出售固定资产所实现的收益较

上年同期增加所致。

13．营业外支出本期较上年同期增长130.55%，主要原因是公司本期支付基地补偿款所致。

14．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本期较上年同期增长142.67%，主要原因是公司利润增长所致。

15．少数股东损益本期较上年同期增长1,016.83� %，主要原因是公司控股子公司利润增长所致。

16．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流出本期较上年同期增加62,656,984.67元，主要原因是公司本期支付生产基地制种款

增加所致。

17．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流出本期较上年同期减少30,340,334.14元，主要原因是公司本期固定资产投资减少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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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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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0% 至 130%

2013年1-6月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变

动区间（万元）

12,440 至 15,896

2012年1-6月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万元）

6,911.32

业绩变动的原因说明 母公司、子公司玉米种子销量大幅度增长。

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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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合计 0 0 0 0 -- 0 --

期末合计值占期末净资产的比例

(%)

0%

相关决策程序 不适用

当期新增大股东及其附属企业非经

营性资金占用情况的原因、责任人

追究及董事会拟定采取措施的情况

说明

不适用

未能按计划清偿非经营性资金占用

的原因、责任追究情况及董事会拟

定采取的措施说明

不适用

山东登海种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李登海

2013年4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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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届山东登海种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第四届山东登海种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通知于2013年4月14日以传真、电子邮件方

式发出，2013年4月24日9：00以通讯方式召开。会议应参会董事9人，实际参会董事9人。会议召开的程序符合《公司法》和《公

司章程》的规定，会议合法有效。

会议经参会董事审议和表决，通过了如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了《公司2013年第一季度季度报告全文》及正文，赞成票9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召开2012年度股东大会的议案》，赞成票9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详见2013年4月25日巨潮资讯网站（（http://www.cninfo.com.cn）登载的《关于召开2012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

特此公告。

山东登海种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3年4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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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登海种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2012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召开会议的基本情况

1、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2、会议召开时间：2013年5月15日9：00

3、股权登记日：2013年5月9日

4、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公司培训中心会议室（山东省莱州市城港路）

5、会议召开方式：本次年度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的方式。

二、会议出席对象

1、 凡2013年5月9日下午交易结束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公司股东均有权以本通

知公布的方式出席本次年度股东大会及参加表决；不能亲自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可授权他人代为出席（被授权人不必为本

公司股东）。

2、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3、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董事会邀请的其他人员。

三、会议审议事项

1、《2012年度报告》全文及其摘要

2、《2012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3、《2012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4、《2012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5、《2012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6、《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上述议案经第四届山东登海种业董事会第十六次、监事会第四届第十二会议审议通过，详细内容刊登在2013年4月23巨

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及《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

四、独立董事进行2012年度述职报告

五、现场会议登记方法

1、登记方式

（1）法人股东应持股东账户卡、持股凭证、营业执照复印件、法定代表人证明书或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及出席人身份

证办理登记手续；

（2）自然人股东须持本人身份证、持股凭证、证券账户卡；授权委托代理人持身份证、持股凭证、授权委托书、委托人证

券账户卡办理登记手续。

异地股东可采用信函或传真的方式登记。

2、登记时间：2013年5月14日（上午8：00-11：00；下午13：30-16：30）

3、 登记地点： 山东登海种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秘书办公室 （山东省莱州市北苑路登海种业技术中心朋达五交化三

楼）

联系人：原绍刚、鞠浩艳

联系电话：0535-2788926� 0535-2788889

传真：0535-2788875

邮编：261448

六、其他事项

1、本次会议会期半天，出席会议者食宿费、交通费自理。

2、若有其他事宜，另行通知。

附：现场会议授权委托书

山东登海种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2年度股东大会授权委托书

兹全权委托 先生/女士代表本人（单位）出席山东登海种业股份有限公司2013年5月15日召开的2012年度股东

大会现场会议，并代表本人对会议审议的各项议案按本授权委托书的指示行使表决权，并代为签署本次会议需要签署的相

关文件。

议 案

意见

同意 反对 弃权

1、《2012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2、《2012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3、《2012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4、《2012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5、《2012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6、《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附注：

1、如对议案投同意票，请在"同意"栏内相应地方填上"√"；如对议案投反对票，请在"反对"栏内相应地方填上"√"；如对

议案投弃权票，请在"弃权"栏内相应地方填上"√"。

2、授权委托书剪报、复印或按以上格式自制均有效；单位委托须加盖单位公章。

委托人签名：

委托人身份证号码：

委托人股东账户：

委托人持股数量：

受托人签名：

受托人身份证号码：

委托日期2013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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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qsb@stcn.com� (0755)83501750

四川北方硝化棉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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