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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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审议季度报告。 

 

  

1.3  公司负责人高献国、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周三昌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乐雁保

证季度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1.4  本公司第三季度报告未经审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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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02,237,230.39 1,109,921,731.90 8.3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资产 
1,012,381,064.95 930,056,785.10 8.85 

 年初至报告期末 

（1-9月）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1-9月） 

比上年同期增减

(%)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量净额 
115,079,128.86 42,317,838.65 171.94 

 年初至报告期末 

（1-9月）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1-9月） 

比上年同期增减 

（%） 

营业收入 864,878,260.93 636,888,276.16 35.8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 
108,601,880.92 59,418,995.57 82.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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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

利润 

104,715,857.45 58,649,311.08 78.55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11.27 10.97 增加 0.3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43 0.27 59.26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43 0.27 59.26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适用 □不适用  

单位：元币种：人民币 

项目 
本期金额 

（7－9月） 

年初至报告期末

金额（1-9月） 
说明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  -220,101.17   

越权审批，或无正式批准文件，或偶发性的税收返

还、减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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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19,062.51 3,892,209.55 

  

计入当期损益的对非金融企业收取的资金占用费     

企业取得子公司、联营企业及合营企业的投资成本

小于取得投资时应享有被投资单位可辨认净资产公

允价值产生的收益 

        

非货币性资产交换损益     

委托他人投资或管理资产的损益     

因不可抗力因素，如遭受自然灾害而计提的各项资

产减值准备 

    

债务重组损益     

企业重组费用，如安置职工的支出、整合费用等     

交易价格显失公允的交易产生的超过公允价值部分

的损益 

    

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产生的子公司期初至合并日的

当期净损益 

    

与公司正常经营业务无关的或有事项产生的损益     

除同公司正常经营业务相关的有效套期保值业务

外，持有交易性金融资产、交易性金融负债产生的

公允价值变动损益，以及处置交易性金融资产、交

易性金融负债和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取得的投资收益 

-526,652.89 45,717.79 

  

单独进行减值测试的应收款项减值准备转回     

对外委托贷款取得的损益      

采用公允价值模式进行后续计量的投资性房地产公

允价值变动产生的损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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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税收、会计等法律、法规的要求对当期损益进

行一次性调整对当期损益的影响 

    

受托经营取得的托管费收入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905,358.02 878,024.14   

其他符合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的损益项目         

所得税影响额 -222,183.86 -710,909.06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1,082.22 1,082.22   

合计 1,576,666.00 3,886,023.47   

 

2.2 截止报告期末的股东总数、前十名股东、前十名流通股东（或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股东总数（户） 7579 

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全称） 
期末持股数量 比例(%) 

持有有限售条

件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东性质 股份

状态 
数量 

临海市万盛投

资有限公司 
74,657,000 29.35 74,657,000 质押 29,920,000 

境内非国有

法人 

高献国 24,477,103 9.62 24,137,643 质押 17,121,145 境内自然人 

龚卫良 9,227,830 3.63 9,227,830 无  境内自然人 

周三昌 7,746,963 3.05 1,770,043 质押 5,687,300 境内自然人 

高峰 7,642,512 3.00 7,300,130 质押 4,644,600 境内自然人 

金译平 6,706,770 2.64 995,650 无  境内自然人 

郑国富 6,433,403 2.53 6,433,403 无  境内自然人 

广发证券资管

－工商银行－

广发原驰·万

盛股份 1号集合

资产管理计划 

6,282,181 2.47  无  其他 

勇新 6,151,886 2.42 6,151,886 无  境内自然人 

高远夏 5,105,870 2.01 5,105,870 无  境内自然人 

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

数量 

股份种类及数量 

种类 数量 

广发证券资管－工商银行－广发

原驰·万盛股份 1号集合资产管

理计划 

6,282,181 人民币普通股 6,282,181 

周三昌 5,976,920 人民币普通股 5,976,920 

金译平 5,711,120 人民币普通股 5,711,120 

陈文洁 4,159,400 人民币普通股 4,159,400 

浙江伟星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2,860,000 人民币普通股 2,860,000 

祝惠君 2,320,000 人民币普通股 2,32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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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琪 1,830,500 人民币普通股 1,830,500 

郑永祥 1,8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1,800,000 

吴冬娥 1,745,400 人民币普通股 1,745,400 

王克柏 1,570,803 人民币普通股 1,570,803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

说明 

高献国家族成员为临海市万盛投资有限公司实际控制人；高远

夏为高献国、高峰、高强之父；郑国富为高献国妻子之胞兄。

除此之外，公司未知上述其他股东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属于

《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规定的一致行动关系。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

数量的说明 
不适用 

 

 

2.3 截止报告期末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前十名优先股股东、前十名优先股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

况表 

□适用√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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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报告期末公司资产负债表项目大幅度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资产负债表项目 本期金额 年初金额 
异动比

例(%) 
原因 

预付款项 22,436,974.17 9,853,966.18 127.69 
主要原因系报告期预付材

料款结算增加所致。 

其他流动资产 319,522.83 21,094,923.37 -98.49 
主要原因系公司银行理财

产品到期所致。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25,000,000.00  - 

主要原因系认购新三板挂

牌公司盖亚互娱增发，增发

完成，认购款从其他非流动

资产转至可供出售金融资

产；报告期内对四川汇安融

投资。 

在建工程 63,103,713.45 44,792,414.16 40.88 

主要原因系年产 43,500吨

磷酸酯无卤阻燃剂及新建

办公楼投入增加所致。 

递延所得税资产 1,911,142.76 2,807,767.88 -31.93 
主要原因系所得税时间性

差异所致。 

其他非流动资产 66,398,057.66 22,509,670.00 194.98 主要原因系年产 100,000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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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种脂肪胺款项支付，以及

认购新三板挂牌公司盖亚

互娱增发，增发完成，认购

款从其他非流动资产转至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短期借款 5,000,000.00 24,000,000.00 -79.17 
主要原因系报告期内减少

借款所致。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

其变动计入当期损

益的金融负债 

80,000.00 1,510,740.00 -94.70 

主要原因系报告期内与原

材料相关产品期货套期保

值业务波动所致。 

应付票据 7,770,000.00 3,639,999.91 113.46 
主要原因系报告期内开具

票据结算增加所致。 

预收款项 6,125,895.98 2,240,745.84 173.39 
主要原因系公司本期预收

款业务增加所致。 

应付利息 7,250.00 24,529.32 -70.44 主要原因系公司借款减少。 

股本 254,391,982.00 115,632,719.00 120.00 
主要原因系报告期资本公

积转增股本。 

其他综合收益 481,289.84 163,365.54 194.61 
主要原因系报告期汇率的

变动所致。 

未分配利润 263,542,740.86 181,536,385.31 45.17 
主要系报告期利润增加所

致。 

少数股东权益 299,664.00  - 

主要原因系公司报告期新

增合并范围非 100%控股所

致。 

2. 报告期公司利润构成变动情况的说明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利润表项目 本期金额 去年同期金额 
异动比

例(%) 
原因 

营业收入 864,878,260.93 636,888,276.16 35.80 

主要原因系报告期内合并报表

范围增加张家港市大伟助剂有

限公司。 

营业成本 644,510,130.07 488,703,707.54 31.88 
主要原因系报告期营业收入增

加，引起成本增加所致。 

营业税金及附

加 
3,864,430.60 2,747,829.40 40.64 

主要原因系报告期产品销售收

入增加所致。 

管理费用 49,900,495.22 35,455,146.12 40.74 
主要原因系报告期公司研发投

入、职工薪酬增加所致。 

资产减值损失 1,540,969.73 4,322,493.83 -64.35 
主要原因系报告期公司计提坏

账损失同比减少所致。 

公允价值变动

收益 
1,430,740.00 -1,053,020.00 不适用 

主要原因系报告期内与原材料

相关产品期货套期保值业务波

动所致。  

投资收益 -1,383,579.25 1,567,976.47 不适用 主要原因系处置原材料相关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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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期货套期保值业务所致。 

营业外收入 5,190,233.69 2,998,811.21 73.08 主要原因系政府补助增加所致。 

营业外支出 1,133,178.63 3,068,819.36 -63.07 
主要原因系处置固定资产损失

及公益性捐赠减少所致。 

（3）报告期末公司现金流量项目大幅度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现金流量表项目 本期金额 去年同期金额 异动比例(%) 原因 

经营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量净额 
115,079,128.86 42,317,838.65 171.94 

主要原因系报告期公

司营业收入增长，及销

售回款良好所致。 

投资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量净额 
-77,271,979.77 -5,976,233.13 1,192.99 

主 要 原 因 系 年 产

100,000 吨特种脂肪

胺，年产 43,500 吨磷

酸酯无卤阻燃剂及新

建办公楼投入增加所

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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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承诺方 
承诺

事项 
承诺内容 履行情况 

临海市万

盛投资有

限公司、高

献国、高

峰、高强、

高远夏、郑

国富 

股份

锁定

的承

诺 

公司控股股东临海市万盛投资有限公司承诺：自发行人股票

上市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公司直接

或间接持有的发行人本次发行前已发行的股份，也不由发行人回

购其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发行人本次发行前已发行的股份。 

实际控制人高献国、高峰、高强、高远夏、郑国富承诺：自

发行人股票上市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

本人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发行人本次发行前已发行的股份，也不由

发行人回购本人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发行人本次发行前已发行的

股份。 

截止报告

期末，承

诺人均按

照承诺履

行，未发

现有违反

承诺事项

发生。 

临海市万

盛投资有

限公司、高

献国、高

峰、高强、

持股

意向

及减

持意

向的

公司控股股东临海市万盛投资有限公司承诺：将严格履行

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招股说明书披露的股票锁定承诺。在所

持发行人股份锁定期届满后两年内有意向减持，减持价格不低于

发行价（如遇派息、送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配股等除权除

息事项，上述减持价格相应调整），每年减持数量不超过所持发

截止报告

期末，承

诺人均按

照承诺履

行，未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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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远夏、郑

国富 

承诺 行人股份总数的 10%。减持发行人股份应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证

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则要求，减持方式包括通过证券交易所集中竞

价交易系统和大宗交易系统等法律法规许可的方式。在减持发行

人股份前，应提前 3个交易日予以公告，并按照证券交易所的规

则及时、准确、完整地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实际控制人高献国、高峰、高强、高远夏、郑国富承诺：

将严格履行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招股说明书披露的股票锁

定承诺。在所持发行人股份锁定期届满后两年内有意向减持，减

持价格不低于发行价（如遇派息、送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

配股等除权除息事项，上述减持价格相应调整），每年减持数量

不超过所持发行人股份总数的 20%。减持发行人股份应符合相关

法律法规及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则要求，减持方式包括通过证券

交易所集中竞价交易系统和大宗交易系统等法律法规许可的方

式。在减持发行人股份前，应提前 3个交易日予以公告，并按照

证券交易所的规则及时、准确、完整地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现有违反

承诺事项

发生。 

高献国、高

峰、高强、

高远夏、郑

国富 

与重

大资

产重

组相

关的

承诺 

实际控制人高献国、高峰、高强、高远夏、郑国富承诺：自

股份发行结束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不进行任何转让，在此后按中

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执行。限售

期内，本人由于万盛股份实施送红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事项

而增持的万盛股份的股份，亦应遵守上述限售期限的约定。 

截止报告

期末，承

诺人均按

照承诺履

行，未发

现有违反

承诺事项

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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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期末的累计净利润可能与上年同期相比增长 50%-100%之间。 

 

 

                                                              

公司名称 浙江万盛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高献国 

日期 2016-10-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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