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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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有董事未出席董事会审议季度报告，应当单独列示该董事姓名及未出席原因。 
未出席董事姓名 未出席董事职务 未出席原因的说明 被委托人姓名 

匡镜明 独立董事 因公出差 任剑涛

梁振锋 独立董事 因公出差 崔毅

 
1.3   

公司负责人姓名 袁志敏

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姓名 何勇军

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姓名 刘期纪

 
公司负责人袁志敏先生、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何勇军先生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

人员）刘期纪先生保证季度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1.4  公司第一季度报告中的财务报表未经审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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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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137,831,046.70 13,300,088,065.32 -1.2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资产 
7,882,379,429.29 7,804,084,029.12 1.00

 
年初至报告期末 
（1－3 月）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1－3 月） 
比上年同期增减(%)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量净额 
-54,688,078.85 46,313,062.69 -218.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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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37,460,830.96 3,020,147,031.11 10.5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 
152,515,884.59 200,041,780.04 -23.7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

利润 

109,987,270.68 161,584,239.24 -31.93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1.95 2.52 减少 0.57 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6 0.08 -25.00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6 0.08 -25.00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本期金额（1－3 月）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 -694,378.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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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111,487.77

对外委托贷款取得的损益 3,378,082.19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

出 
34,119,637.35

所得税影响额 -8,379,765.97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6,449.30

合计 42,528,613.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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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截至报告期末的股东总数、前十名股东、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的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股东总数 99,512

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

例(%) 持股总数 

持有有

限售条

件股份

数量 

质押或冻结的股份数

量 

袁志敏 境内自然人 17.63 451,323,366    
宋子明 境内自然人 10.09 258,355,738  质押 98,000,000 
熊海涛 境内自然人 6.21 158,855,360  质押 90,000,000 
夏世勇 境内自然人 3.59 91,935,544  质押 13,500,000 
李南京 境内自然人 3.52 90,169,754    
广州诚信投资管理有

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2.24 57,385,999    

熊玲瑶 境内自然人 1.87 47,938,214    
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

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1.15 29,500,000    

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

份有限公司－传统－

普通保险产品－008C
－CT001 沪 

其他 0.74 18,999,916    

袁博 境内自然人 0.69 17,618,768    
前十名无限售条件流通股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全称） 
期末持有无限售条件

流通股的数量 
股份种类及数量 

袁志敏 451,323,366 人民币普通股 451,323,366 
宋子明 258,355,738 人民币普通股 258,355,738 
熊海涛 158,855,360 人民币普通股 158,855,360 
夏世勇 91,935,544 人民币普通股 91,935,544 
李南京 90,169,754 人民币普通股 90,169,754 
广州诚信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57,385,999 人民币普通股 57,385,999 
熊玲瑶 47,938,214 人民币普通股 47,938,214 
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9,5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29,500,000 
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传统－

普通保险产品－008C－CT001 沪 
18,999,916 人民币普通股 18,999,916 

袁博 17,618,768 人民币普通股 17,618,768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第一大股东袁志敏先生与第三大股东熊海涛女士系夫

妻关系；第一大股东袁志敏先生与第十大股东袁博先生

系叔侄关系；第六大股东广州诚信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由

袁志敏先生和熊海涛女士投资设立；第三大股东熊海涛

女士与第七大股东熊玲瑶女士系姑侄关系。未知其他股

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知其他股东是否属于

《上市公司股东持股变动信息披露管理办法》规定的一

致行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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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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报告期末，公司资产、负债、所有者权益变化情况分析 

 
项    目  期末数（元）   期初数（元）  增减额（元） 增减比例（％）

预付款项    463,756,826.34     354,800,919.83     108,955,906.51         30.71 

应收利息      9,121,118.91       5,743,036.72       3,378,082.19         58.82 

其他应收款     99,956,177.71      60,357,786.36      39,598,391.35         65.61 

应付职工薪酬     26,769,161.09      63,035,670.98     -36,266,509.89        -57.53 

应交税费     26,101,831.28      68,402,204.42     -42,300,373.14        -61.84 

库存股                 -     315,565,573.38    -315,565,573.38       -100.00 

外币报表折算差额       -869,236.66      -1,473,696.53         604,459.87        -41.02 

1、预付款项：主要是因为材料采购预付货款增加; 
2、应收利息：主要是因为公司信托理财产品利息的增加; 
3、其他应收款：主要因为是支付业务合作金及购地保证金增加; 
4、应付职工薪酬：主要是因为公司计提 2013 年员工年终奖金在本期支出所致; 
5、应交税费：主要是因为本期缴纳 2013 年企业所得税; 
6、库存股：主要因为股票回购的库存股于本期内注销并作工商变更; 
7、外币报表折算差额：主要因为合并子公司报表所致。 

3.1.2 截至报告期末，利润表项目大幅变化的原因分析 

项目 期末数（元） 上年同期数（元） 增减额（元） 增减比例(%)

营业税金及附加    9,023,643.35       1,855,966.21       7,167,677.14        386.20 

财务费用   48,072,431.89      33,595,274.65      14,477,157.24         43.09 

资产减值损失    7,244,122.07      14,844,215.93      -7,600,093.86        -51.20 

公允价值变动收益               -        -486,700.00         486,700.00        100.00 

少数股东损益   -4,477,274.44         635,330.97      -5,112,605.41        804.72 

1、营业税金及附加：主要是合并印度子公司增加货物服务税费； 
2、财务费用：主要是汇率波动产生汇兑损失增加； 
3、资产减值损失：主要是本期计提坏账准备减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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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公允价值变动收益：主要是公司塑料期货交易； 
5、少数股东损益：主要是非全资子公司亏损。 

3.1.3 报告期内，公司现金流量表大幅变动的原因分析 

项目  期末数（元）  上年同期数（元） 增减数（元） 
增减比例

(%)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量净额 
-54,688,078.85 46,313,062.69 -101,001,141.54  -218.08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量净额 
-105,619,533.38 -320,162,478.34 214,542,944.96  67.01 

1、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主要是购买商品及劳务现金支付增加； 
2、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主要是本期收到借款较上年同期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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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及持股 5%以上的股东承诺事项履行情况 
 
√适用 □不适用 
 

根据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4 号——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股东、关联方、

收购人以及上市公司承诺及履行》及广东证监局《关于进一步做好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股

东、关联方、收购人以及上市公司承诺及履行工作的通知（广东证监[2014]4 号》的要求，

为推动公司及相关方增强诚信意识，切实履行公开作出的承诺，维护广大投资者的合法权益，

金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发科技”、“公司”或“本公司”）现对本公司实际控

制人、股东、关联方及公司尚未履行完毕的承诺情况公告如下： 
 

  
承诺事项 

承诺主体 序

号 

承诺类

型 类别 名称 

公 布 载

体 
公布时间 承诺内容 

承诺履行期

限 

承 诺 履

行情况

1 
上市承

诺 
大股东 

袁志敏、宋

子明、熊海

涛、夏世

勇、李南京 

上 市 公

告书 
2004-6-3 

本公司控股股东及持有本公司股份 5%
以上的其他股东均已向本公司作出了

避免同业竞争的承诺：确保本人直接或

间接控制的企业不直接或间接地从事

对公司主要业务构成竞争的业务。 

长期有效 
未 违 反

承诺 

2 
再融资

承诺 
大股东 

袁志敏、宋

子明、熊海

涛 

招 股 说

明书 
2007-7-19 

本人将尽量避免与金发科技进行关联

交易，对于因金发科技生产经营需要而

发生的关联交易，本人将严格按照《公

司章程》等对关联交易做出的规定进行

操作。 

长期有效 
未 违 反

承诺 

3 
再融资

承诺 
控股股东 袁志敏 

招 股 说

明书 
2007-7-19 

1、本人保证不利用控股股东的地位损

害金发科技及金发科技其他股东的利
长期有效 

未 违 反

承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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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2、在本人作为金发科技的控股股

东期间，本人保证本人及其全资子公

司、控股子公司和实际控制的公司不在

中国境内外以任何形式直接或间接从

事与金发科技主营业务或者主营产品

相竞争或者构成竞争威胁的业务活动，

包括不在中国境内外投资、收购、兼并

与金发科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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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股股东与本公司关于避免同业

竞争的制度安排，可以有效地避免控股

股东与本公司之间同业竞争情形的发

生。 

4 
股权激

励承诺 
上市公司 本公司 

股 权 激

励计划 
2010-12-18 

激励对象行权资金以自筹方式解决，金

发科技承诺不为激励对象依据本激励

计划获得的有关权益提供贷款以及其

他任何形式的财务资助，包括为其贷款

提供担保。 

2010年12月
18 日至 2016
年 12 月 31
日 

未 违 反

承诺 

5 
再融资

承诺 
大股东 

袁志敏、宋

子明、熊海

涛 

招 股 说

明书 
2012-2-10 

本人将尽量避免与金发科技进行关联

交易，对于因金发科技生产经营需要而

发生的关联交易，本人将严格按照《公

司章程》等对关联交易做出的规定进行

操作。 

长期有效 
未 违 反

承诺 

6 
再融资

承诺 
控股股东 袁志敏 

招 股 说

明书 
2012-2-10 

1、本人保证不利用控股股东的地位损

害金发科技及金发科技其他股东的利

益。2、在本人作为金发科技的控股股

东期间，本人保证本人控制的除金发科

技外的其他公司不在中国境内外以任

何形式直接或间接从事与金发科技及

金发科技控制的公司的主营业务或者

主营产品相竞争或者构成竞争威胁的

业务活动，包括不在中国境内外投资、

收购、兼并与金发科技及金发科技控制

的公司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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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长期有效 
未 违 反

承诺 

7 
再融资

承诺 

受同一控股

股东（袁志

敏先生）控

制的关联人 

广州诚信

创业投资

有限公司、

广州诚信

投资管理

有限公司

招 股 说

明书 
2012-2-10 

本公司在袁志敏先生控制期间，本公司

保证本公司及控制的子公司不在中国

境内外以任何形式直接或间接从事与

金发科技及金发科技控制的公司的主

营业务或者主营产品相竞争或者构成

竞争威胁的业务活动，包括不在中国境

内外投资、收购、兼并与金发科技及金

发科技控制的公司的主营业务或者主

长期有效 
未 违 反

承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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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产品相同或者相似的公司、企业或者

其他经济组织。 

8 
股东回

报承诺 
上市公司 本公司 

临 时 公

告 和 制

度 

现 金 分 红 制

度：2012 年 8
月 29 日；未来

三年股东回报

规划：2012 年

10 月 8 日 

1、根据公司经营实际情况，结合公司

未来现金使用需求，经股东大会批准，

安排现金分红计划，在公司盈利的情况

下，每年向股东现金分配股利不低于当

年实现的可供分配利润的 30%。 
2、公司应当强化回报股东的意识，综

合考虑公司盈利能力、经营发展规划、

股东回报、社会资金成本以及外部融资

环境等因素，在经营环境分析和利润预

测的基础上，以每三年为一个周期，制

订周期内股东分红回报规划，明确三年

分红的具体安排和形式，现金分红规划

及期间间隔等内容，并经公司股东大会

表决通过后实施。 

2012 年 8 月

29 日至 2014
年 12 月 31
日 

未 违 反

承诺 

  
经公司及相关方自查，截止本公告日，公司及相关方不存在不符合《上市公司监管指引

第 4 号——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股东、关联方、收购人以及上市公司承诺及履行》要求的

承诺，亦不存在超期未履行承诺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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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袁志敏 

2014 年 4 月 2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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