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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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负责人许刚、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申庆飞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
人员)乔竹青声明：保证季度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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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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告期末
总资产（元）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减

20,451,906,660.11

18,048,563,627.76

13.32%

13,416,130,380.70

12,339,880,136.00

8.7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元）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
营业收入（元）

增减

年初至报告期末

年初至报告期末比上
年同期增减

2,593,046,516.64

253.57%

7,553,389,979.07

271.71%

610,803,651.83

1,162.68%

1,920,736,173.08

1,507.54%

601,514,689.95

1,226.56%

1,881,410,243.40

1,529.72%

1,212,286,526.00

-390.5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元）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元）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元）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31

287.50%

0.96

433.33%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30

275%

0.94

422.22%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4.69%

132.18%

14.91%

192.93%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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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初至报告期期末金额
-5,182,637.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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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3,705,135.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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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74,789.02

得的投资收益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2,068,275.36

减：所得税影响额

7,578,089.02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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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计

39,325,929.6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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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63,188

0

股股东总数（如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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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质押或冻结情况

持有有限售条件
的股份数量

股份状态

许刚

境内自然人

20.50%

416,642,402

334,849,837 质押

李玲

境内自然人

13.95%

283,464,566

283,464,566

谭瑞清

境内自然人

12.22%

248,265,996

248,207,371 质押

王泽龙

境内自然人

9.24%

187,795,275

187,795,275

范先国

境内自然人

4.36%

88,582,677

88,582,677

王涛

境内自然人

3.49%

70,866,141

70,866,141 质押

境内非国有法人

3.04%

61,864,572

0

国有法人

2.62%

53,150,106

53,149,606

境内自然人

2.09%

42,519,685

42,519,685 质押

境内非国有法人

1.90%

38,668,613

河南银泰投资有
限公司
中国长城资产管
理股份有限公司
魏兆琪
汤阴县豫鑫木糖
开发有限公司

数量
334,849,800

248,265,900

70,860,000

38,259,000

0

前 10 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股份种类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股份数量
股份种类

数量

许刚

81,792,565 人民币普通股

81,792,565

河南银泰投资有限公司

61,864,572 人民币普通股

61,864,572

汤阴县豫鑫木糖开发有限公司

38,668,613 人民币普通股

38,668,6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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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蟒佰利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回

34,239,749 人民币普通股

34,239,749

20,934,200 人民币普通股

20,934,200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8,223,600 人民币普通股

8,223,600

焦作东方博雅投资有限公司

5,839,002 人民币普通股

5,839,002

张怀余

2,877,070 人民币普通股

2,877,070

2,609,100 人民币普通股

2,609,100

2,520,700 人民币普通股

2,520,700

购专用证券账户
青岛保税区千业贸易有限公司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
证 500 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
基金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博
时裕富沪深 300 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公司前十名股东中，河南银泰投资有限公司和汤阴县豫鑫木糖开发有限公司的实际控制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
说明

人谭瑞清、青岛保税区千业贸易有限公司的实际控制人杜新长和许刚于 2010 年 3 月
3 日签订的《一致行动协议》已于 2014 年 7 月 15 日到期终止，公司目前无实际控
制人；除上述情况外，公司未知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是否属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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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情况。

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参与融资融券
业务情况说明（如有）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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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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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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资产负债表项目
项

目

应收账款

单位：元
期末数

1,197,192,092.00

期初数
817,564,022.94

增加（%）

变动原因

46.43% 主要系本报告期销售额增加和为促进终端客
户销售延长客户的信用期限所致。

预付款项

310,832,766.71

151,770,957.86

104.80% 主要系本报告期原材料价格上涨预付的材料
采购款增加所致。

应收利息

1,887,900.31

1,065,406.14

77.20% 主要系本报告期子公司亿利小贷公司业务增
长应收利息增加所致。

其他流动资产

906,305,889.93

167,297,575.45

441.73% 主要系本报告期理财产品增加所致。

发放贷款及垫款

896,015,850.00

207,713,251.24

331.37% 主要系本报告期子公司亿利小贷公司业务增
长发放贷款增加所致。

长期股权投资

16,747,232.98

40,509,607.25

-58.66% 主要系本报告期清算合营企业嘉利热电长期
股权投资所致。

在建工程

577,256,639.37

418,636,002.32

37.89% 主要系本报告期氯化法钛白粉项目二期等项
目投资增加所致。

工程物资

79,973,148.48

58,378,944.35

36.99% 主要系本报告期氯化法钛白粉项目二期等项
目投资增加所致。

其他非流动资产

61,156,123.34

46,265,176.10

32.19% 主要系本报告期预付工程及设备款增加所
致。

短期借款
应付票据

2,829,126,223.00

1,927,622,577.08

496,094,502.48

264,913,906.49

46.77% 主要系本报告期业务规模增加所致。
87.27% 主要系本报告期用银行承兑汇票结算的往来
款项增加所致。

预收款项

139,176,486.07

238,769,625.81

-41.71% 主要系本报告期收到的预收货款减少所致。

应付职工薪酬

286,069,681.07

172,963,534.72

65.39% 主要系本报告期预提超额利润奖励所致。

应交税费

205,986,302.50

104,716,850.18

96.71% 主要系本报告期销售额增加实现的税金增加
所致。

应付利息
其他应付款

2,012,287.78

1,423,684.04

142,361,858.21

247,584,368.01

41.34% 主要系本报告期借款增加所致。
-42.50% 主要系本报告期保证金、押金减少和确认的
限制性股票库存股减少所致。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

369,000,000.00

30,000,000.00

债
库存股
其他合综收益

1130.00% 主要系本报告期将一年内到期的长期借款在
本项目列报所致。

586,589,206.78

81,190,824.00

622.48% 主要系本报告期回购公司的股份所致。

-1,797,619.95

6,580,752.60

-127.32% 主要系本报告期外币报表折算差异减少所
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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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项储备

111,526,310.32

-37.97% 主 要 系 本 报 告 期 公 司 根 据 国 家 财 办 资

179,788,103.92

[2015]8号文件规定，对以前年度结余的维简
费进行使用所致。
未分配利润

2,024,076,923.59

297.05% 主要系本报告期业绩增加所致。

509,773,698.31

2、 利润表项目
项

目

营业总收入

单位：元

本报告期
7,614,842,275.52

上年同期

增减（%）

变动原因

2,063,887,970.98 268.96% 主要系本报告期合并龙蟒数据、主要产品价格上涨所
致。

利息收入

61,452,296.45

营业总成本

5,316,787,201.58

手续费及佣金支

17,174.44

31,819,900.63

93.13% 主要系本报告期子公司亿利小贷公司业务增长所致。

1,916,387,268.51 177.44% 主要系本报告期合并龙蟒数据所致。
10,569.17

62.50% 主要系本报告期子公司亿利小贷公司业务增长所致。

出
税金及附加

110,866,233.93

3,683,010.55 2910.21% 主要系本报告期根据财会（【2016】22号）规定增加了
资源税、房产税、土地使用税、车船使用税、印花税项
目和销售额增加所致。

销售费用

252,109,929.97

92,805,598.43 171.65% 主要系本报告期合并龙蟒数据所致。

管理费用

697,461,026.15

168,769,368.83 313.26% 主要系本报告期合并龙蟒数据所致。

财务费用

117,638,825.83

资产减值损失

49,420,169.40

投资收益（损失以
8,475,144.51

“-”号填列）
其他收益

62,667,892.23

87.72% 主要系本报告期合并龙蟒数据、借款增加所致。

12,354,541.56 300.02% 主要系本报告期合并龙蟒数据、应收账款增加所致。
86,379.03 9711.58% 主要系本报告期合并龙蟒数据所致。
主要系本报告期根据财政部于2017年4月28日发布的

53,705,135.60 -

《关于印发<企业会计准则第42号——持有待售的非流
动资产、处置组和终止经营>的通知》（财会[2017]13
号）、2017年5月10日《关于印发修订<企业会计准则第
16号——政府补助>的通知》（财会[2017]15号）增加
了政府补助项目所致。
营业外支出

10,723,464.59

所得税费用

366,226,601.51

净利润

1,990,894,390.40

3,002,719.26 257.13% 主要系本报告期合并龙蟒数据所致。
26,469,571.27 1283.58% 主要系本报告期合并龙蟒数据、利润增加所致。
125,873,649.44 1481.66% 主要系本报告期合并龙蟒数据、主要产品价格上涨利润
增加所致。

少数股东损益

70,158,217.32

6,390,440.47 997.86% 主要系本报告期合并龙蟒数据所致。

单位：元

3、现金流量表项目
项

目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

本报告期
1,212,286,526.00

上年同期
-417,262,079.58

流量净额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

增减（%）

变动原因

-390.53% 主要系本报告期合并龙蟒数据、主要产品价格上涨
所致。

246,722,568.06 9,772,286,741.78

-97.48% 主要系本报告期回购公司股份所致。

流量净额
汇率变动对现金的影

5,660,336.97

-424.62% 主要系本报告期合并龙蟒数据所致。

260,966,384.40 7,679,550,882.75

-96.60% 主要系本报告期合并龙蟒数据所致。

-18,374,741.40

响
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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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加额
期初现金及现金等价

488,651,923.87

122.24% 主要系本报告期合并龙蟒数据所致。

1,346,955,401.90 8,168,202,806.62

-83.51% 主要系本报告期合并龙蟒数据所致。

1,085,989,017.50

物的余额
期末现金及现金等价
物余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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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年2月24日，公司召开的2017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以特别决议方式逐项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公司股份的议案》，
详见2017年2月25日公司于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刊载的《2017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公告编号：2017-031），2017年3月27日，公司于巨潮资讯网刊载了《关于回购公司股份的报告书》。
2017年4月6日，公司于巨潮资讯网刊载了《关于首次实施回购公司股份的公告》（公告编号：2017-057）；随后，公司
分别于2017年5月3日，6月1日，6月7日，7月4日，8月2日于巨潮资讯网刊载了《关于回购公司股份的进展公告》。2017年8
月24日，公司于巨潮资讯网刊载了《关于股份回购实施完毕的公告》（公告编号：2017-099）。
截止 2017 年 8 月 23 日，公司累计回购股份 34,239,749 股，占本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 1.68%，最高成交价为 17.72 元
/股，最低成交价为 13.85 元/股，支付的总金额为 550,808,621.16 元（不含交易费用），公司回购股份实施完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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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度经营业绩的预计
2017 年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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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变动幅
度
2017 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变动区
间（万元）
2016 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万元）
业绩变动的原因说明

五、以公允价值计量的金融资产
□ 适用 √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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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0.00%

至

500.00%

243,157.82

至

265,263.08
44,210.51

公司主导产品钛白粉价格较去年同期涨幅较大，公司加强经营管理，提高
了公司盈利能力，同时公司子公司四川龙蟒钛业股份有限公司报表合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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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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详见巨潮资讯网：

2017 年 07 月 14 日

实地调研

机构

http://www.cninfo.com.cn《2017 年 7 月
14 日投资者关系活动记录表》
详见巨潮资讯网：

2017 年 08 月 29 日

实地调研

机构

http://www.cninfo.com.cn《2017 年 8 月
29 日投资者关系活动记录表》
详见巨潮资讯网：

2017 年 09 月 01 日

实地调研

机构

http://www.cninfo.com.cn《2017 年 9 月
1 日投资者关系活动记录表》

龙蟒佰利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许刚
2017 年 10 月 23 日

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