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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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营业收入（元）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2,547,850,578.12

2,350,285,196.76

8.41%

597,876,164.36

585,196,818.10

2.17%

587,088,131.10

571,146,372.36

2.79%

-564,304,986.13

57,219,612.21

-1,086.21%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29

0.29

0.00%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29

0.29

0.0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4.53%

4.63%

降低 0.1 个百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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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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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321,371,836.65

20,846,353,820.17

2.2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13,932,925,680.61

12,886,662,146.51

8.12%

截止披露前一交易日的公司总股本：
截止披露前一交易日的公司总股本（股）

2,032,095,439

用最新股本计算的全面摊薄每股收益（元/股）

0.29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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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25,112.37

分）
越权审批或无正式批准文件的税收返还、减免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与企业业务密切相关，按照国家

12,910,346.17

统一标准定额或定量享受的政府补助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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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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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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57,959.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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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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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12,545.39

其他符合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的损益项目

减：所得税影响额

2,032,767.87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509,847.21

合计

10,788,033.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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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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
62,057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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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件的股份数量

许刚

境内自然人

20.50%

416,642,402

318,897,6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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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8,031,4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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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河南银泰投资有

境内非国有

限公司

法人

3.00%

61,000,072

0

国有法人

2.62%

53,149,606

53,149,606

魏兆琪

境内自然人

2.09%

42,519,685

42,519,685

汤阴县豫鑫木糖

境内非国有

开发有限公司

法人

1.90%

38,668,613

0

中国长城资产管
理股份有限公司

质押或冻结情况

持有有限售条

股份状态

数量

质押

334,849,800

质押

248,265,900

质押

70,860,000

质押

3,33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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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744,765

人民币普通股

97,744,765

河南银泰投资有限公司

61,000,072

人民币普通股

61,000,0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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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龙蟒佰利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

34,239,749

人民币普通股

34,239,749

青岛保税区千业贸易有限公司

20,934,200

人民币普通股

20,934,200

全国社保基金四零一组合

18,000,066

人民币普通股

18,000,0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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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工商银行－南方成份精选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5,5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5,500,000

全国社保基金四零七组合

5,286,500

人民币普通股

5,286,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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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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谭瑞清和公司董事长许刚于 201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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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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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期末

报告期初

增减（%）

360,000,000.00

700,000,000.00

预付款项

310,385,842.23

202,246,176.65

应收利息

2,205,821.30

1,613,266.67

262,764,064.15

62,576,781.59

1,254,404,400.00

437,187,650.00

186.93%

294,830,715.07

62,973,360.00

368.18%

投资性房地产

53,615,237.60

15,082,985.33

255.47% 主要系本报告期由固定资产转入所致。

其他非流动资产

99,830,637.86

74,169,066.86

应付票据

235,320,424.81

420,953,502.48

-44.10% 主要系本报告期银行承兑汇票到期所致。

应付职工薪酬

215,225,698.31

350,340,105.92

-38.57%

35,780,585.62

586,589,206.78

-93.90% 主要系本报告期完成员工持股计划过户所致。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
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

变动原因

-48.57% 主要系本报告期结构性存款减少所致。
53.47% 主要系本报告期预付的原材料采购款增加所致。
主要系本报告期子公司亿利小贷公司发放贷款

其他流动资产

发放贷款及垫款

36.73%

增加及子公司融资租赁公司业务增加所致。

319.91% 主要系本报告期购买理财产品增加所致。
主要系本报告期子公司亿利小贷公司发放贷款
增加所致。
主要系本报告期子公司融资租赁公司业务增加

长期应收款

库存股
其他综合收益

所致。

34.60% 主要系本报告期预付工程及设备款增加所致。

主要系本报告期支付上年度已计提的绩效奖励

-16,066,650.69

所致。

-5,988,832.06 -168.28% 主要系本报告期外币报表折算差异增加所致。

2.利润表项目
项

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增减（%）

变动原因
主要系本报告期子公司亿利小贷公司

利息收入

42,337,306.27

14,876,492.36

184.59%

利息支出

1,653,052.02

596,457.59

177.14%

业务增长所致。
主要系本报告期子公司亿利小贷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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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费用

161,130,574.62

120,209,257.14

34.04% 主要系本报告期研发费用增加所致。

财务费用

55,709,831.95

28,964,180.45

92.34%

资产减值损失

32,448,523.73

7,655,504.55

323.86%

3,065,035.42

2,104,909.05

45.61%

主要系本报告期借款利息增加及汇率
变动所致。
主要系本报告期计提坏账准备增加所

投资收益（损失以
“-”号填列）

致。
主要系本报告期结构性存款收益增加
所致。
主要系本报告期根据财会[2017]13 号、
财会[2017]30 号规定，将与本公司日常

营业外收入

882,527.10

16,020,277.92

-94.49%

活动相关的政府补助计入其他收益所
致。

营业外支出

1,795,072.49

81.37% 主要系本报告期捐赠支出增加所致。

989,726.65

3.现金流量表项目
项

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增减（%）

变动原因
主要系本报告期小贷公司发放贷款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564,304,986.13

57,219,612.21

-1086.21%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454,638,978.20

-229,100,758.92

298.44%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58,668,800.05

255,204,681.55

-23,056,756.14

-701,611.59

汇率变动对现金的影响

增加、预付的材料采购款增加所致。
主要系本报告期收回理财产品减少
及购买理财产品减少所致。

-201.36% 主要系本报告期偿还借款增加所致。
主要系本报告期汇率变动及外币报
-3186.26%

表折算差异增加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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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对 2018 年 1-6 月经营业绩的预计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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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 年 1-6 月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变动幅度
2018 年 1-6 月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变动区间
（万元）

-10%

至

20%

117,893.93

至

157,191.90

2017 年 1-6 月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万元）

130,993.25
1、预计 2018 年 1-6 月公司主导产品钛白粉成本、销售价格基本

业绩变动的原因说明

稳定，产销量较去年同期略有增长；
2、中美贸易战对全球经济发展的影响存在不确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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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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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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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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 年 01 月 10 日

实地调研

机构

2018 年 01 月 18 日

实地调研

机构

2018 年 01 月 24 日

实地调研

机构

2018 年 02 月 01 日

实地调研

机构

2018 年 02 月 08 日

实地调研

机构

2018 年 03 月 01 日

实地调研

机构

2018 年 03 月 07 日

实地调研

机构

调研的基本情况索引
详见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2018 年 1 月 10 日
投资者关系活动记录表》
详见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2018 年 1 月 18 日
投资者关系活动记录表》
详见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2018 年 1 月 24 日
投资者关系活动记录表》
详见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2018 年 2 月 1 日
投资者关系活动记录表》
详见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2018 年 2 月 8 日
投资者关系活动记录表》
详见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2018 年 3 月 1 日
投资者关系活动记录表》
详见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2018 年 3 月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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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 年 4 月 2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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