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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重要提示
1.1 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本报告所载资料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负个别及连带责任。
1.2 公司第一季度财务报告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
1.3 公司负责人郑戎女士、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杜鹃女士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胡强先生
声明：保证季度报告中财务报告的真实、完整。

§2 公司基本情况
2.1 主要会计数据及财务指标
单位：元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期末

增减变动（％）

资产总额（元）

2,077,601,008.44

2,041,874,143.41

1.7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元）

1,856,769,783.02

1,819,071,336.59

2.07%

320,000,000.00

320,000,000.00

0.00%

5.80

5.68

2.11%

总股本（股）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元/股）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增减变动（％）

营业总收入（元）

207,321,558.21

171,093,723.89

21.1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28,597,105.56

33,337,398.40

-14.22%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6,512,519.27

-21,657,265.64

-130.07%

每股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股）

0.02

-0.07

-128.57%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9

0.10

-10.00%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9

0.10

-10.0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53%

1.98%

-0.45%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
率（%）

1.41%

1.92%

-0.51%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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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所得税影响额

年初至报告期末金额

附注（如适用）

22,000.00
2,214,999.97
261,049.05
-370,853.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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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

-14,577.49
合计

2,112,618.29

-

2.2 报告期末股东总人数及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股东总数（户）

13,7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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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夏震超

3,346,282 人民币普通股

中国银行－华宝兴业先进成长股票型证券投
资基金

2,877,474 人民币普通股

迮雪英

1,985,877 人民币普通股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光大保德信优势配
置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1,968,599 人民币普通股

中国工商银行－广发行业领先股票型证券投
资基金

1,330,626 人民币普通股

虞法祥

1,190,157 人民币普通股

朱小燕

1,161,205 人民币普通股

中国银行－华夏行业精选股票型证券投资基
金(LOF)

1,0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中国建设银行－华宝兴业行业精选股票型证
券投资基金

1,0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中国农业银行－浙商聚潮产业成长股票型证
券投资基金

947,816 人民币普通股

种类

§3 重要事项
3.1 公司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大幅度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一、资产负债表主要项目变动原因说明：
1、本报告期末应收账款增加 3,209.97 万元，增长 63.80%。主要原因是按行业结算惯例，期中应收账款余额大于年初余额。
2、本报告期末其他应收款增加 406.50 万元，增长 46.37%。主要原因是子公司资达爆破本期支付工程保证金。
3、本报告期末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增加了 24,570 万元，增长了 3276.00%。主要原因系公司为提高资金收益，利用经营性闲置
资金进行结构性存款理财。
4、本报告期末应付账款增加 1,271 万，增长 36.59%，主要原因是公司利用商业信用，在增加主要原材料采购量的同时应付款
项余额增加。
5、本报告期末应付股利增加 423.40 万元，增长 1246.42%。主要原因系子公司柯达化工应付少数股东 2011 年红利。
二、利润表主要项目变动说明：
1、本报告期营业成本增加 3,352.69 万元，增长 35.28%。主要原因系公司主要原材料采购价格较去年同期较大幅度上涨。
2、本报告期管理费用增加 974.4 万元，增长 34.64%。主要原因系公司并购整合后子公司数量增加引起管理费用的增加，及跨
区域管理导致的管理成本增加。
3、本报告期财务费用减少 504.84 万元，降低 193.19%。主要原因系公司本期募集资金定期存款利息计入了当期损益，而去年
同期募集资金定期存款由于未到结息期，未计入去年同期损益。
4、本报告期资产减值损失减少 84.53 万元，降低 37.56%。主要原因系公司应收账款的账龄结构发生改变，按公司会计政策计
提的坏账准备减少。
5、本期投资收益减少 150.89 万元，降低 41.18%，主要原因是公司去年同期已收到凯达等参股公司分红款，而今年凯达公司
本期尚未分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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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本报告期营业外收入增加 124.68 万元，增长 94.01%。主要原因是公司当期收到技术改造补助资金等政府补助增加。
三、现金流量表主要项目变动说明：
1、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本期增加 2,816.98 万元，增长 130.07%。其中：经营活动现金流入增加 3,036 万元，主要原
因是公司销售收入增加；经营活动流量较去年同期有较大影响变化的主要原因是柯达公司并入后现金流量的增加。
2、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本期增加 13,462.27 万元,增长 33.88%。其中主要原因是去年同期支付柯达化工股份转让款
28,000 万元现金，及公司利用闲置经营性流动资金多次进行结构性存款理财引起资金流的反复计算。
3、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本期减少 8.99 万元，减少 187.31%，其中主要原因是公司的子公司绵阳聚安公司支付少数股
东 2011 年的现金股利。

3.2 重大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3.2.1 非标意见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3.2.2 公司存在向控股股东或其关联方提供资金、违反规定程序对外提供担保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3.2.3 日常经营重大合同的签署和履行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3.2.4 其他
□ 适用 √ 不适用

3.3 公司、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承诺事项履行情况
上市公司及其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公司持股 5%以上股东及其实际控制人等有关方在报告期内或持续到报告期内的
以下承诺事项
√ 适用 □ 不适用
承诺事项
股改承诺

承诺人

承诺内容

履行情况

无

无

无

收购报告书或权益变动报告书中所作承
无
诺

无

无

重大资产重组时所作承诺

无

无

无

发行时所作承诺

发起人股东

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
报告期内没有出现转让或者
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承诺人
委托他人管理所持公司股份
现时所持公司股份，也不由公司回购
和公司回购股份的情形。
本承诺人现时所持公司股份。

其他承诺（含追加承诺）

在公司任职期间，每年转让的股份不
超过所持有公司股份总数的 25%，且
离职后半年内不转让所持有的公司
事、监事、高级
报告期内没有出现股份转让
股份。在申报离任六个月后的十二月
管理人员
的情形。
内通过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出售公
司股票数量占本承诺人所持有公司
股票总数的比例不超过 50%。

3.4 对 2012 年 1-6 月经营业绩的预计
2012 年 1-6 月预计的经营业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比上年同期增减变动幅度小于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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绩
2012 年 1-6 月净利润同比变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比上年同期增减变动幅度为：
动幅度的预计范围

-30.00%

～～

10.00%

2011 年 1-6 月经营业绩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

业绩变动的原因说明

随着国家经济增速放缓，市场需求相对减少；同时主要原辅材料价格上涨、人工成本的增加，
将对公司预期经营业绩产生影响。

113,971,447.31

3.5 其他需说明的重大事项
3.5.1 证券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3.5.2 报告期接待调研、沟通、采访等活动情况表
接待时间

接待地点

接待方式

接待对象类型

接待对象

谈论的主要内容及提供的资料

2012 年 02 月 03
雅化集团总部
日

实地调研

机构

东方证券

公司经营情况、税收优惠及募投
项目等。

2012 年 02 月 08
雅化集团总部
日

实地调研

机构

北京高华证券

公司产品优势、市场开拓、税收
优惠及募投项目等。

2012 年 02 月 09
雅化集团总部
日

实地调研

机构

上投摩根、西部证 公司产品优势、管理模式及原材
券
料采购等

2012 年 03 月 22
雅化集团总部
日

实地调研

机构

安盈基金

公司经营情况及原材料采购等

2012 年 03 月 29
雅化集团总部
日

实地调研

机构

泰达宏利基金

公司经营情况、原材料采购及爆
破一体化等

3.6 衍生品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3.6.1 报告期末衍生品投资的持仓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四川雅化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郑

戎

2012 年 4 月 2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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