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蓝星石化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06年第一季度季度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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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

个别及连带责任。 

1.2  没有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对季度报告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无

法保证或存在异议。 

1.3  公司本季度财务会计报告未经审计。 

1.4  公司董事长蔡挺先生、总经理高建军先生、财务总监柯威先生、会计机构负责

人刘建杰先生声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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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基本信息 

股票简称 蓝星石化 变更前简称（如有） 

股票代码 000838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阎建军 梁克俭 

联系地址 四川省德阳市泰山南路230号 四川省成都市人民南路四段30号 

电话 0838-2300511 028-85567086 

传真 0838-2300522 028-85583947 

电子信箱 Dmxx0838@sina.com kejianliang@263.net 

2.2  财务资料 

2.2.1  主要会计数据及财务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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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人民币）元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期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期末增

减（％） 

总资产 129400769.25 147946419.98 -12.54%

股东权益（不含少数

股东权益） 
88434778.89 88149976.08 0.32%

每股净资产 1.358 1.354 0.30%

调整后的每股净资产 1.358 1.354 0.30%

 报告期 年初至报告期期末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净额 
5276037.39 5276037.39 0.00%

每股收益 0.0044 0.0044 -91.02%

每股收益（注） 0.00 - - 

净资产收益率 0.32% 0.32% -3.38%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

的净资产收益率 
0.17% 0.17% -3.52%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 金额 

营业外收支净额 136,779.30

合计 136,779.30

2.2.2  财务报表 

2.2.2.1  资产负债表 

编制单位：蓝星石化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06年3月31日              单位：人民币元 

期末数 期初数 
项目 

合并 母公司 合并 母公司 

流动资产： 

  货币资金 15,697,282.46 11,734,165.60

  短期投资 

  应收票据 2,857,924.90 4,772,940.82

  应收股利 

  应收利息 

  应收账款 21,506,157.73 13,809,097.02

  其他应收款 2,707,222.52 28007564.46

  预付账款 10,166,774.32 8525374.47

  应收补贴款 

  存货 25,594,591.28 29773834.07

  待摊费用 

  一年内到期的长期

债权投资 

  其他流动资产 

  流动资产合计 78,529,953.21 96622976.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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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期投资： 

  长期股权投资 

  长期债权投资 

  长期投资合计 

  合并价差 

固定资产： 

  固定资产原价 33,434,455.69 33745026.05

    减：累计折旧 7,114,632.84 6979858.47

  固定资产净值 26,319,822.85 26765167.58

    减：固定资产减

值准备 

  固定资产净额 26,319,822.85 26765167.58

  工程物资 

  在建工程 

  固定资产清理 67,847.07

  固定资产合计 26,387,669.92 26765167.58

无形资产及其他资

产： 

  无形资产 24,483,146.12 24558275.96

  长期待摊费用 

  其他长期资产 

  无形资产及其他资

产合计 
24,483,146.12 24558275.96

递延税项： 

  递延税款借项 

资产总计 129,400,769.25 147946419.98

流动负债： 

  短期借款 287,000.00 1587000.00

  应付票据 

  应付账款 7,205,060.71 6749240.71

  预收账款 18,890,118.45 13079405.67

  应付工资 998,506.03 2563119.95

  应付福利费 3,609,778.38 3827978.83

  应付股利 

  应交税金 5,844,600.13 4844071.53

  其他应交款 -48,926.99 19493.82

  其他应付款 879,853.65 22160472.15

  预提费用 3,300,000.00 4965661.24

  预计负债 

  一年内到期的长期

负债 

  其他流动负债 

  流动负债合计 40,965,990.36 59796443.90

长期负债： 

  长期借款 

  应付债券 

  长期应付款 

  专项应付款 

  其他长期负债 

  长期负债合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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递延税项： 

  递延税款贷项 

负债合计 40,965,990.36 59796443.90

少数股东权益 

所有者权益（或股东

权益）： 

  实收资本（或股本） 65,119,860.00 65119860.00

    减：已归还投资 

  实收资本（或股本）

净额 
65,119,860.00 65119860.00

  资本公积 20,838,336.42 20838336.42

  盈余公积 328,766.95 328766.95

    其中：法定公益

金 
109,588.98 109588.98

  未分配利润 2,147,815.52 1863012.71

    其中：现金股利 

  未确认的投资损失 

  外币报表折算差额 

  所有者权益（或股

东权益）合计 
88,434,778.89 88149976.08

负债和所有者权益

（或股东权益）合计 
129,400,769.25 147946419.98

法定代表人：蔡挺   主管会计机构负责人：柯威   会计机构负责人：刘建杰 

2.2.2.2  利润及利润分配表 

编制单位：蓝星石化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06年1—3月               单位：人民币元 

本期 上年同期 
项目 

合并 母公司 合并 母公司 

一、主营业务收入 30,677,923.93 23,823,682.93

  减：主营业务成本 26,948,561.70 18,406,903.07

      主营业务税金

及附加 
34,863.74 18,824.04

二、主营业务利润（亏

损以“-”号填列） 
3,694,498.49 5,397,955.82

  加：其他业务利润

（亏损以“-”号填列）

  减：营业费用 1,099,727.45 891,716.71

      管理费用 2,309,400.82 1,293,322.17

      财务费用 -2,929.30 -8,274.26

三、营业利润（亏损

以“-”号填列） 
288,299.52 3,221,191.20

  加：投资收益（亏

损以“-”号填列） 

      补贴收入 

      营业外收入 137,629.30

  减：营业外支出 850.00 6,766.09

四、利润总额（亏损

以“-”号填列） 
425,078.82 3,214,425.11

  减：所得税 140,276.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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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少数股东损益 

  加：未确认的投资

损失本期发生额 

五、净利润（亏损以

“-”号填列） 
284,802.81 3,214,425.11

  加：年初未分配利

润 
1,863,012.71

      其他转入 

六、可供分配的利润 2,147,815.52 3,214,425.11

  减：提取法定盈余

公积 

      提取法定公益

金 

      提取职工奖励

及福利基金 

      提取储备基金 

      提取企业发展

基金 

      利润归还投资 

七、可供投资者分配

的利润 
2,147,815.52 3,214,425.11

  减：应付优先股股

利 

      提取任意盈余

公积 

      应付普通股股

利 

      转作资本（或

股本）的普通股股利 

八、未分配利润 2,147,815.52 3,214,425.11

利润表（补充资料） 

  1．出售、处置部门

或被投资单位所得收

益 

  2．自然灾害发生的

损失 

  3．会计政策变更增

加（或减少）利润总

额 

  4．会计估计变更增

加（或减少）利润总

额 

  5．债务重组损失 

  6．其他 

法定代表人：蔡挺   主管会计机构负责人：柯威   会计机构负责人：刘建杰 

2.2.2.3  现金流量表 

编制单位：蓝星石化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06年1—3月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本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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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合并 母公司 

一、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销售产品、提供劳务收到的现金 35,068,070.55

  收到的税费返还 

  收到的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26,073,205.52

        现金流入小计 61,141,276.07

  购买商品、接受劳务支付的现金 33,230,506.07

  支付给职工以及为职工支付的现金 5,963,371.47

  支付的各项税费 683,015.08

  支付的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15,988,346.06

        现金流出小计 55,865,238.68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5,276,037.39

二、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收回投资所收到的现金 

  取得投资收益所收到的现金 

  处置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

产所收回的现金净额 

  收到的其他与投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现金流入小计 

  购建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

产所支付的现金 
12,715.38

  投资所支付的现金 

  支付的其他与投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现金流出小计 12,715.38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2,715.38

三、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吸收投资所收到的现金 

  借款所收到的现金 

  收到的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现金流入小计 

  偿还债务所支付的现金 1,300,000.00

  分配股利、利润或偿付利息所支付的现

金 
205.15

  支付的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现金流出小计 1,300,205.15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300,205.15

四、汇率变动对现金的影响 

五、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 3,963,116.86

现金流量表补充资料 

  1．将净利润调节为经营活动现金流量：

    净利润 284,802.81

    加：计提的资产减值准备 

        固定资产折旧 

        无形资产摊销 143,984.32

        长期待摊费用摊销 75,129.84

        待摊费用减少（减：增加） 

        预提费用增加（减：减少） -1,665,661.24

        处置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

长期资产的损失（减：收益） 

        固定资产报废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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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财务费用 -2,929.30

        投资损失（减：收益） 

        递延税款贷项（减：借项） 

        存货的减少（减：增加） 4,179,242.79

        经营性应收项目的减少（减：增

加） 
-2,828,996.66

        经营性应付项目的增加（减：减

少） 
5,090,464.83

        其他 

        少数股东损益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5,276,037.39

  2．不涉及现金收支的投资和筹资活动：

    债务转为资本 

    一年内到期的可转换公司债券 

    融资租入固定资产 

  3．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情况： 

    现金的期末余额 15,697,282.46

    减：现金的期初余额 11,734,165.60

    加：现金等价物期末余额 

    减：现金等价物期初余额 

    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 3,963,116.86

法定代表人：蔡挺   主管会计机构负责人：柯威   会计机构负责人：刘建杰 

2.3  报告期末股东总数及前十名流通股股东持股表 

报告期末股东总数 7,791

前十名流通股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全称） 期末持有流通股的数量 种类（A、B、H股或其它） 

杨其旺 151,600.00A股 

曹  平 109,600.00A股 

林如华 108,300.00A股 

何松彬 97,710.00A股 

李春生 93,273.00A股 

蒋晓军 89,700.00A股 

林  艳 87,500.00A股 

来晓蔚 80,150.00A股 

李龙贵 77,044.00A股 

贾  鹏 76,500.00A股 

§3  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3.1  公司报告期内经营活动总体状况的简要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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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期内，由于公司狠抓了产品销售工作，主营业务收入比去年同期增长28.75%。但

由于原材料涨价等因素，使产品销售成本及管理费用大幅度增加，产品销售毛利率大幅降

低，导致净利润大幅下降。 

3.1.1  占主营收入或主营业务利润总额10%以上的主营行业或产品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人民币）万元 

主营业务分行业情况 

 主营业务收入 主营业务成本 毛利率（％） 

有机化学产品制造业 3,067.79 2,694.86 12.16%

其中：关联交易 0.00 0.00 0.00%

主营业务分产品情况 

化工产品 3,067.79 2,694.86 12.16%

其中：关联交易 0.00 0.00 0.00%

3.1.2  公司经营的季节性或周期性特征 

□ 适用 √ 不适用  

3.1.3  报告期利润构成情况（主营业务利润、其他业务利润、期间费用、投资收益、补贴

收入与营业外收支净额在利润总额中所占比例与前一报告期相比的重大变动及原因的说

明） 

√ 适用 □ 不适用  

金额（元） 占利润总额的比例（%） 
项 目 

2006年 1～3月 2005年 12月 2006年 1～3月 2005年 12月 
增减(±%) 

利润总额 425,078.82 9,444,724.83 100 100 - 

主营业务利润 3,694,498.49 25,525,122.24 869.13 270.26 321.59 

其他业务利润 - - - - - 

期间费用 3,406,198.97 15,959,783.27 801.31 168.98 474.20 

营业外收支 136,779.30 -120,614.14 32.18 - - 

主营业务利润占利润总额的比例比前一报告期增加，主要是本期产品销售成本及管理

费用增加所致。 
期间费用占利润总额的比例比前一报告期增加，主要是本期利润大幅度下降所致。 

3.1.4  主营业务及其结构与前一报告期相比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及原因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3.1.5  主营业务盈利能力（毛利率）与前一报告期相比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及其原因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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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适用 □ 不适用  
报告期内，公司产品毛利率比前一报告期下降7.32个百分点，主要是原材料涨价导致销售成本增加，利润

率下降所致。 

3.2  重大事项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非经营性资金占用及清欠进展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人民币）万元 

大股东及其附属企业非经营

性占用上市公司资金余额

期初 期末 

本期清欠总额 清欠方式 清欠金额 清欠时间 

2,484.94 0.00 2,484.94现金清偿 2,484.942006年2月 

大股东及其附属企业非经营

性占用上市公司资金及清欠

情况的具体说明 

本公司应收关联方蓝星集团什邡西南化机厂欠款24,849,384.43元(其中

9,310,000.00元是本公司应收德阳市国有资产经营有限公司欠款，由德阳市国

有资产经营有限公司转付给什邡厂用于冲抵什邡厂职工社保等欠款)，已于

2006年2月、3月以货币资金方式分别收回。 

3.3  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合并范围变化以及重大会计差错的情况及原因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3.4  经审计且被出具“非标意见”情况下董事会和监事会出具的相关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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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幅

度变动的警示及原因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由于原材料涨价等因素，加之从2005年下半年开始按33%计提所得税等原因，预计2006年上半年度净利润与

去年同期相比，下降60%左右。 

3.6  公司对已披露的年度经营计划或预算的滚动调整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3.7  未股改公司的股改工作时间安排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未股改公司已承诺股改但未能按时履行的具体原因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已承诺内容 未能履行承诺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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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承诺于2005年报披露后两周内进入股改程序。 

方案报上级有关部门审核后要求修改方案，目前修改

后的方案已上报有关部门审核。预计最迟于5月份可进

入股改程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