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蓝星石化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06年第三季度季度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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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有董事均出席了董事会会议。   

1.4  本报告期财务报告未经审计。 

1.5  公司董事长、总经理高建军先生、财务总监崔建霖先生、财务部主任李承世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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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蓝石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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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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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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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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0,188,532.66 147,946,419.98 -12.00%

股东权益（不含少数股东权

益） 
90,633,367.15 88,149,976.08 2.82%

每股净资产 1.39 1.35 2.96%

调整后的每股净资产 1.39 1.35 2.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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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0 5,117,866.52 0.00%

每股收益 0.012 0.038 -58.62%

每股收益（注） 0.00 - - 

净资产收益率 0.87% 2.74% -1.23%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

资产收益率 
0.67% 2.49% -1.37%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 金额 

营业外收支净额 -227,225.22

合计 -227,225.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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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30日            单位：（人民币）元 

期末数 上年度末数 
项目 

合并 母公司 合并 母公司 

流动资产： 

  货币资金 13,603,295.63 11,734,165.60

  短期投资 

  应收票据 5,229,909.62 4,772,940.82

  应收股利 

  应收利息 

  应收账款 22,244,568.56 13,809,097.02

  其他应收款 8,666,727.25 28,007,564.46

  预付账款 3,217,702.52 8,525,374.47

  应收补贴款 

  存货 28,122,192.24 29,773,834.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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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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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1,084,395.82 96,622,976.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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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153,877.10 33,745,026.05

    减：累计折旧 9,268,614.58 6,979,858.47

  固定资产净值 24,885,262.52 26,765,167.58

    减：固定资产减值准备 

  固定资产净额 24,885,262.52 26,765,167.58

  工程物资 

  在建工程 

  固定资产清理 

  固定资产合计 24,885,262.52 26,765,167.58

无形资产及其他资产： 

  无形资产 24,218,874.32 24,558,275.96

  长期待摊费用 

  其他长期资产 

  无形资产及其他资产合计 24,218,874.32 24,558,275.96

递延税项： 

  递延税款借项 

资产总计 130,188,532.66 147,946,419.98

流动负债： 

  短期借款 287,000.00 1,587,000.00

  应付票据 

  应付账款 8,875,876.13 6,749,240.71

  预收账款 16,108,999.92 13,079,405.67

  应付工资 3,105,278.22 2,563,119.95

  应付福利费 3,787,243.47 3,827,978.83

  应付股利 

  应交税金 -968,695.85 4,844,071.53

  其他应交款 -238,941.88 19,493.82

  其他应付款 5,598,405.50 22,160,472.15

  预提费用 3,000,000.00 4,965,66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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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9,555,165.51 59,796,443.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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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9,555,165.51 59,796,443.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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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5,119,860.00

    减：已归还投资 

  实收资本（或股本）净额 65,119,860.00 65,119,860.00

  资本公积 20,838,336.42 20,838,336.42

  盈余公积 328,766.95 328,766.95

    其中：法定公益金 109,588.98 109,588.98

  未分配利润 4,346,403.78 1,863,012.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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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0,633,367.15 88,149,976.08

负债和所有者权益（或股东权益）合计 130,188,532.66 147,946,419.98

法定代表人：高建军   主管会计机构负责人：崔建霖   会计机构负责人：李承世 

2.2.2.2  本报告期利润及利润分配表 

编制单位：蓝星石化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06年7—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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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8,354,210.10 31,428,334.31

  减：主营业务成本 35,274,598.51 25,742,967.02

      主营业务税金及附加 29,426.10 2,760.31

二、主营业务利润（亏损以“-”号填列） 3,050,185.49 5,682,606.98

  加：其他业务利润（亏损以“-”号填

列） 

  减：营业费用 42,497.55 865,752.29

      管理费用 2,004,923.44 1,976,497.56

      财务费用 7,463.33 -4,471.54

三、营业利润（亏损以“-”号填列） 995,301.17 2,844,828.67

  加：投资收益（亏损以“-”号填列） 

      补贴收入 216,000.00

      营业外收入 

  减：营业外支出 34,893.52 47,526.12

四、利润总额（亏损以“-”号填列） 1,176,407.65 2,797,302.55

  减：所得税 388,214.53 923,109.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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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88,193.12 1,874,192.71

  加：年初未分配利润 

      其他转入 

六、可供分配的利润 788,193.12 1,874,192.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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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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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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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88,193.12 1,874,192.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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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88,193.12 1,874,192.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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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建军   主管会计机构负责人：崔建霖   会计机构负责人：李承世 

2.2.2.3  年初到报告期末利润及利润分配表 

编制单位：蓝星石化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06年1—9月             单位：（人民币）元 

年初到报告期末 上年同期 
项目 

合并 母公司 合并 母公司 

一、主营业务收入 110,542,511.97 86,167,677.13

  减：主营业务成本 94,785,727.03 68,782,181.40

      主营业务税金及附加 107,610.13 88,630.47

二、主营业务利润（亏损以“-”号填列） 15,649,174.81 17,296,865.26

  加：其他业务利润（亏损以“-”号填

列） 

  减：营业费用 2,843,465.61 2,515,735.01

      管理费用 9,324,865.81 7,336,034.75

      财务费用 1,514.77 -13,343.78

三、营业利润（亏损以“-”号填列） 3,479,328.62 7,458,439.28

  加：投资收益（亏损以“-”号填列） 

      补贴收入 216,000.00

      营业外收入 74,094.00

  减：营业外支出 62,868.78 55,592.21

四、利润总额（亏损以“-”号填列） 3,706,553.84 7,402,847.07

  减：所得税 1,223,162.77 1,672,964.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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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83,391.07 5,729,882.96

  加：年初未分配利润 1,863,012.71 -2,333,258.85

      其他转入 

六、可供分配的利润 4,346,403.78 3,396,624.11

  减：提取法定盈余公积 

      提取法定公益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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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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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346,403.78 3,396,624.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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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346,403.78 3,396,624.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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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建军   主管会计机构负责人：崔建霖   会计机构负责人：李承世 

2.2.2.4  年初到报告期末现金流量表 

编制单位：蓝星石化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06年1－9月             单位：（人民币）元 

年初到报告期末 
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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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3,136,242.23

  收到的税费返还 

  收到的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27,278,103.41

        现金流入小计 150,414,345.64

  购买商品、接受劳务支付的现金 110,557,678.09

  支付给职工以及为职工支付的现金 11,579,894.34

  支付的各项税费 5,978,322.12

  支付的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17,180,584.57

        现金流出小计 145,296,479.12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5,117,866.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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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8,85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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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8,851.05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408,85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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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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39,885.44

  支付的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现金流出小计 2,839,885.44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839,885.44

四、汇率变动对现金的影响 

五、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 1,869,13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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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83,391.07

    加：计提的资产减值准备 

        固定资产折旧 2,288,756.11

        无形资产摊销 339,401.64

        长期待摊费用摊销 

        待摊费用减少（减：增加） 

        预提费用增加（减：减少） -1,965,66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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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财务费用 1,514.77

        投资损失（减：收益） 

        递延税款贷项（减：借项） 

        存货的减少（减：增加） 1,651,641.83

        经营性应收项目的减少（减：增加） 10,448,396.87

        经营性应付项目的增加（减：减少） -10,129,574.53

        其他 

        少数股东损益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5,117,866.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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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603,295.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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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69,130.03

法定代表人：高建军   主管会计机构负责人：崔建霖   会计机构负责人：李承世 

2.3  报告期末股东总数及前十名流通股股东持股表（未股改公司） 

报告期末股东总数 6,415

前十名流通股股东持股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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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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魏建军 287,492A股 

张息 164,100A股 

蔡小士 163,498A股 

金爱龙 113,700A股 

张金龙 112,900A股 

蔡贤庆 101,397A股 

林笋 100,285A股 

李春生 98,673A股 

何松彬 97,710A股 

蒋晓军 93,600A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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期内，公司进一步开发完善了环保型薄膜用阻燃材料、环保型赤磷阻燃母料产品系

列。但经营状况受化工原材料涨价影响较大，对公司经营业绩产生较大影响。净利润比去

年同期下降 56.6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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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营业务利润率（％） 

有机化学产品制造业 11,054.25 9,478.57 14.15%

其中：关联交易 0.00 0.00 0.00%

主营业务分产品情况 

改性塑料 6,011.04 5,310.12 11.70%

有机硅系列产品 19,370.29 1,510.48 2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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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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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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润率）与前一报告期相比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及其原因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3.2  重大事项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非经营性资金占用及清欠进展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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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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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非流通股东在股权分置改革过程中做出的特殊承诺及其履行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3.8  截止本次季报公告日，未进入股改程序公司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至今未能进行股改的具体原因 股改时间安排 

本公司于今年上半年进行了第一次股改，但股改方案

未获通过。 

公司控股股东拟转让其持有的本公司国有股股权，并

拟由重组方实施股改及重大资产重组等。拟于年底前

进入股改程序。 

 

蓝星石化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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