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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重要提示 

1.1 本公司董事会及其董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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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会议。  

1.3 公司第三季度财务报告未经审计。  

1.4 公司负责人陈载华,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阮秀莹,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张海坚声明：

保证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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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化股份 变更前简称(如有)  

股票代码 600301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高友志 戴素霞 

联系地址 广西南宁市亭洪路 80 号 广西南宁市亭洪路 80 号 

电话 0771-4835135 0771-4821093 

传真 0771-4835643 0771-4821093 

电子信箱 nhgf@nnchem.com nhzq@nnchem.com 

2.2 财务资料 

2.2.1 主要会计数据及财务指标 

                                                                           币种:人民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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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 1,484,593,634.41 1,244,302,077.99 19.31

股东权益（不含少数股东权益）(元) 592,621,679.76 581,497,473.06 1.91

每股净资产(元) 3.20 3.14 1.91

调整后的每股净资产(元) 3.14 3.08 1.95

 报告期(7-9 月) 
年初至报告期期末

(1-9 月) 

本报告期比上年

同期增减（％）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69,917,608.57 128,960,669.66 122.43

每股收益(元) 0.0725 0.170 -5.60

净资产收益率(%) 2.26 5.31 减少 0.23 个百分点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资产收益率

(%) 
2.29 5.20 减少 0.21 个百分点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 金额（单位：元）

处置长期股权投资、固定资产、在建工程、无形资产、其他长期资

产产生的损益 
917,446.20

扣除公司日常根据企业会计制度规定计提的资产减值准备后的其他

各项营业外收入、支出 
-33,167.49

所得税影响数 -190,618.87

合计 693,659.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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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2 利润表 

单位: 元 币种:人民币 审计类型:未经审计  

项目 
本期数 
(7-9 月) 

上年同期数 
(7-9 月) 

一、主营业务收入 331,119,141.31 213,056,517.14

减：主营业务成本 271,840,035.42 170,377,149.20

主营业务税金及附加 2,016,198.65 1,189,243.06

二、主营业务利润（亏损以“-”号填列） 57,262,907.24 41,490,124.88

加：其他业务利润（亏损以“-”号填列） 1,087,014.92 1,392,284.92

减: 营业费用 7,064,366.04 8,127,815.53

管理费用 26,305,576.74 15,427,668.12

财务费用 9,070,886.45 2,541,145.26

三、营业利润（亏损以“-”号填列） 15,909,092.93 16,785,780.89

加：投资收益（损失以“-”号填列）   

补贴收入   

营业外收入 4,300.00 50,747.60

减：营业外支出 129,571.31 110,006.41

四、利润总额（亏损总额以“-”号填列） 15,783,821.62 16,726,522.08

减：所得税 2,367,573.24 2,508,978.31

减：少数股东损益   

加：未确认投资损失(合并报表填列)   

五、净利润（亏损以“-”号填列） 13,416,248.38 14,217,543.77

 

单位: 元 币种:人民币 审计类型:未经审计  

项目 
本期数 
(1-9 月) 

上年同期数 
(1-9 月) 

一、主营业务收入 906,913,318.77 627,658,452.38

减：主营业务成本 765,102,526.18 494,632,924.73

主营业务税金及附加 5,574,798.54 3,473,722.46

二、主营业务利润（亏损以“-”号填列） 136,235,994.05 129,551,805.19

加：其他业务利润（亏损以“-”号填列） 3,830,355.49 3,194,746.80

减: 营业费用 20,291,519.38 21,779,887.79

管理费用 64,470,389.31 46,469,928.91

财务费用 19,169,453.93 8,836,908.21

三、营业利润（亏损以“-”号填列） 36,134,986.92 55,659,827.08

加：投资收益（损失以“-”号填列） 1,074,042.05 4,819.63

补贴收入   

营业外收入 357,646.27 59,587.89

减：营业外支出 390,813.76 244,222.12

四、利润总额（亏损总额以“-”号填列） 37,175,861.48 55,480,012.48

减：所得税 5,690,359.38 8,321,698.16

减：少数股东损益   

加：未确认投资损失(合并报表填列)   

五、净利润（亏损以“-”号填列） 31,485,502.10 47,158,314.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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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报告期末股东总数及前十名无限售条件流通股股东持股表(已完成股权分置改革) 

                                                                           单位：股 

报告期末股东总数（户）  30,7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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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种类 

广州市帆华投资有限公司 7,782,088 人民币普通股 

胡柏君 890,000 人民币普通股 

陈强平 610,105 人民币普通股 

张俊林 575,930 人民币普通股 

白志明 440,000 人民币普通股 

李建民 380,000 人民币普通股 

任喜玲 291,000 人民币普通股 

李启文 287,000 人民币普通股 

潘继红 234,000 人民币普通股 

唐尔铨 223,501 人民币普通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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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所属行业及经营范围未发生变化，公司生产经营情况正常，实现主营业务收入

33,111.91 万元，主营业务利润 5,726.29 万元，与上年同期相比分别增长 55.41%和 38.02 %，实现

净利润 1,341.62 万元，与上年同期相比下降 5.64%。 

    主营业务收入和主营业务利润增长的原因是公司技改项目建成投产，实现了产能增大，销量增加

所致。 

    净利润下降的主要原因是主营业务毛利率比上年同期下降了 4.39 个百分点，管理费用和财务费

用大幅度增加所致。今年 1-9 月份因技改项目完工，项目借款利息进入财务费用，财务费用比上年增

加支出 1,575 万元，因聚氯乙烯产量增加，电石渣处理费用增加 514 万元，因人员增加，相应所交纳

的劳动保险费用及各类保险金也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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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元 币种:人民币 审计类型:未经审计 

 主营业务收入 主营业务成本 毛利率(%) 

分行业  

氯碱行业 90,691.33 76,510.25 15.64

其中:关联交易 259.77 328.19 -26.34

分产品  

液碱 25,189.24 16,022.44 36.39

聚氯乙烯 45,823.14 43,212.41 5.70

其中:关联交易 8.76 4.52 48.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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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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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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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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适用 √不适用  

 

与日常经营相关的关联交易 

(1)、购买商品、接受劳务的重大关联交易 

单位:万元 币种:人民币 

关联方名称 关联交易内容 
关联交易定

价原则 

关联交

易价格

关联交易

金额 

占同类交易金

额的比例(%)

南宁化工集团有限公司 
购买聚合氯化铝、

其他 
按市场价格 18.01 0.03

南宁化工集团有限公司 
接受保卫运输服

务、租赁土地房屋
按市场价格 972.16 46.82

贵州省安龙华虹化工有

限责任公司 
购买电石 按市场价格 21,449.35 79.05

本公司向控股股东南宁化工集团有限公司购买聚合氯化铝、其他。 

本公司向控股股东南宁化工集团有限公司接受保卫运输服务、租赁土地房屋。 

本公司向联营公司贵州省安龙华虹化工有限责任公司购买电石。 

 

(2)、 销售商品、提供劳务的重大关联交易 

单位:万元 币种:人民币 

关联方名称 关联交易内容 
关联交易定

价原则 

关联交

易价格

关联交易

金额 

占同类交易金

额的比例(%)

南宁化工集团有限公司 销售烧碱、盐酸等 按市场价格 259.77 0.99

南宁化工集团有限公司 提供水电汽 按市场价格 706.88 85.68

南宁丰塔建材有限公司 提供水电 按市场价格 118.12 14.32

本公司向控股股东南宁化工集团有限公司销售烧碱、盐酸等。 

本公司向控股股东南宁化工集团有限公司提供水电汽。 

本公司向控股子公司南宁丰塔建材有限公司提供水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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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及说明 

□适用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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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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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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东名称 特殊承诺 
承诺履行情

况 

南宁化工集团有限公司 

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实施之日起十二个月内不上市。 在前项

规定期满后通过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出售原非流通股股份

数量占公司股份总数的比例在十二个月内不超过百分之

五。 在二十四个月内不超过百分之十。 

正在履行中

南宁市高新技术开发投

资公司 
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实施之日起十二个月内不上市交易。 正在履行中

南宁统一综合服务有限

责任公司 
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实施之日起十二个月内不上市交易。 正在履行中

邕宁县纸业有限公司 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实施之日起十二个月内不上市交易。 正在履行中

南宁荷花味精有限公司 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实施之日起十二个月内不上市交易。 正在履行中

广西民族经济发展资金

管理局 
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实施之日起十二个月内不上市交易。 正在履行中

3.8 截止本次季报公告日，未进入股改程序公司的股改工作时间安排说明 

□适用 √不适用  

 

截止本次季报公告日，未进入股改程序公司的相关说明 

□适用 √不适用  

 

 

 

南宁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陈载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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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附录 

 

资产负债表 

2006 年 9 月 30 日 

编制单位: 南宁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单位: 元 币种:人民币 审计类型:未经审计  

项目 期末数 期初数 

流动资产：   

货币资金 107,720,628.65 38,433,500.63

短期投资   

应收票据 1,392,208.48 4,979,369.00

应收股利   

应收利息   

应收账款 59,954,548.48 56,148,041.42

其他应收款 46,217,092.07 2,718,901.19

预付账款 97,076,683.00 14,764,640.87

应收补贴款   

存货 74,696,291.92 87,529,372.08

待摊费用 1,018,523.91 1,056,889.02

一年内到期的长期债权投资   

其他流动资产   

流动资产合计 388,075,976.51 205,630,714.21

长期投资：   

长期股权投资 78,165,271.73 79,362,361.99

长期债权投资   

长期投资合计 78,165,271.73 79,362,361.99

其中：合并价差   

其中：股权投资差额   

固定资产：   

固定资产原价 1,028,893,412.68 960,074,939.75

减：累计折旧 333,054,820.48 281,484,220.04

固定资产净值 695,838,592.20 678,590,719.71

减：固定资产减值准备   

固定资产净额 695,838,592.20 678,590,719.71

工程物资 3,740,485.54 7,045,843.46

在建工程 208,835,350.07 161,089,804.25

固定资产清理   

固定资产合计 908,414,427.81 846,726,367.42

无形资产及其他资产：   

无形资产 109,937,958.36 112,582,634.37

长期待摊费用   

其他长期资产   

无形资产及其他资产合计 109,937,958.36 112,582,634.37

递延税项：   

递延税款借项   

资产总计 1,484,593,634.41 1,244,302,077.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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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动负债：   

短期借款 562,500,000.00 410,200,000.00

应付票据   

应付账款 73,364,620.19 71,311,474.83

预收账款 20,629,401.16 12,785,160.25

应付工资   

应付福利费 4,015,904.19 5,556,821.63

应付股利   

应交税金 9,043,696.19 3,445,247.76

其他应交款 376,896.28 250,604.12

其他应付款 11,260,357.90 8,826,543.34

预提费用 5,577,222.23 398,753.00

预计负债   

一年内到期的长期负债 17,000,000.00 17,370,000.00

其他流动负债   

流动负债合计 703,768,098.14 530,144,604.93

长期负债：   

长期借款 186,150,000.00  

应付债券  131,150,000.00

长期应付款   

专项应付款 2,053,856.51 1,510,000.00

其他长期负债   

长期负债合计 188,203,856.51 132,660,000.00

递延税项：   

递延税款贷项   

负债合计 891,971,954.65 662,804,604.93

少数股东权益   

所有者权益（或股东权益）：   

实收资本（或股本） 185,148,140.00 185,148,140.00

减：已归还投资   

实收资本（或股本）净额 185,148,140.00 185,148,140.00

资本公积 329,047,185.17 329,042,185.17

盈余公积 44,459,307.06 44,459,307.06

其中：法定公益金   

未分配利润 33,967,047.53 22,847,840.83

拟分配现金股利   

外币报表折算差额   

减：未确认投资损失   

所有者权益（或股东权益）合计 592,621,679.76 581,497,473.06

负债和所有者权益（或股东权益）总计 1,484,593,634.41 1,244,302,077.99

公司法定代表人:陈载华 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 阮秀莹 会计机构负责人: 张海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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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金流量表 

2006 年 1-9 月 

编制单位: 南宁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审计类型:未经审计 

项目 本期数 

一、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销售商品、提供劳务收到的现金 1,072,848,547.20

收到的税费返还  

收到的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现金流入小计 1,072,848,547.20

购买商品、接受劳务支付的现金 777,361,949.51

支付给职工以及为职工支付的现金 63,682,760.01

支付的各项税费 48,440,536.63

支付的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54,402,631.39

现金流出小计 943,887,877.54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28,960,669.66

二、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收回投资所收到的现金 1,420,398.80

其中：出售子公司收到的现金  

取得投资收益所收到的现金 933,861.51

处置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而收回的现金 1,510,000.00

收到的其他与投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现金流入小计 3,864,260.31

购建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所支付的现金 108,376,997.26

投资所支付的现金 114,133,128.00

支付的其他与投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现金流出小计 222,510,125.26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18,645,864.95

三、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吸收投资所收到的现金  

其中：子公司吸收少数股东权益性投资收到的现金  

借款所收到的现金 528,000,000.00

收到的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现金流入小计 528,000,000.00

偿还债务所支付的现金 321,070,000.00

分配股利、利润或偿付利息所支付的现金 47,957,676.69

其中：支付少数股东的股利  

支付的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其中：子公司依法减资支付给少数股东的现金  

现金流出小计 369,027,676.69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58,972,323.31

四、汇率变动对现金的影响  

五、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 69,287,128.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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补充材料  

1、将净利润调节为经营活动现金流量：  

净利润 31,485,502.10

加：少数股东损益(亏损以“-”号填列)  

减：未确认的投资损失  

加：计提的资产减值准备  

固定资产折旧 54,607,372.00

无形资产摊销 2,644,676.01

长期待摊费用摊销  

待摊费用减少（减：增加） 38,365.11

预提费用增加（减：减少） 5,178,469.23

处理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的损失(减:收益) -313,504.56

固定资产报废损失 6,850.00

财务费用 19,169,453.93

投资损失（减：收益） -1,074,042.05

递延税款贷项（减：借项）  

存货的减少（减：增加） 12,833,080.16

经营性应收项目的减少(减：增加) -12,128,731.27

经营性应付项目的增加(减：减少) 16,513,179.00

其他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28,960,669.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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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7,720,628.65

减：现金的期初余额 38,433,500.63

加：现金等价物的期末余额  

减：现金等价物的期初余额  

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 69,287,128.02

公司法定代表人:陈载华 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 阮秀莹 会计机构负责人: 张海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