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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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公司第一季度报告未经审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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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83,924,642.24 1,405,719,934.69 5.5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资产 
1,090,597,878.01 1,053,444,535.53 3.53 

 年初至报告期末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比上年同期增减(%)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量净额 
-13,746,480.49 13,912,548.21 -198.81 

 年初至报告期末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比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 333,248,963.86 264,573,193.57 25.9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 
37,164,571.13 31,982,268.80 16.2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

利润 

35,438,540.77 31,056,395.83 14.11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3.47 3.41 增加 0.06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5 0.15 0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5 0.15 0 

注：公司 2016年第一季度报告期末总股本为 115,632,719 股，本报告期末总股本为 254,391,982 

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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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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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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86,816.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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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28,000.00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48,883.33   

所得税影响额 -483,902.82   

合计 1,726,030.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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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7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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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8,253,365 

境内非国有法

人 

高献国 24,477,103 9.62 24,137,643 质押 17,624,6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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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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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 无 

  

其他 

勇新 6,151,886 2.42 6,151,886 无   境内自然人 

金译平 6,046,770 2.38 995,6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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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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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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51,120 人民币普通股 5,051,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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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琪 1,830,000 人民币普通股 1,830,000 

郑永祥 1,8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1,800,000 

王克柏 1,522,803 人民币普通股 1,522,803 

吴冬娥 1,405,400 人民币普通股 1,405,400 

朱立地 1,387,940 人民币普通股 1,387,9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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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增减比例 原因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

其变动计入当期损

益的金融资产 

200,000.00 1,228,000.00 -83.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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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应收票据 27,485,201.19 41,252,170.52 -33.37% 
主要原因系报告期内票

据背书增加所致。 

应收利息 11,589.63 30,410.96 -61.89% 

主要原因系报告期内重

大资产重组定金到期结

息，计提利息减少所致。 

其他应收款 349,791.42 635,408.86 -44.95% 
主要原因系报告期内技

术服务款项结算所致。 

其他流动资产 11,432,982.14 6,381,979.20 79.14% 主要原因系报告期内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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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税留抵增加所致。 

在建工程 160,416,088.74 115,268,786.05 39.17% 

主要原因系年产

100,000 吨特种脂肪胺

投入增加所致。 

无形资产 74,607,881.25 56,820,370.90 31.30% 
主要原因系江苏万盛大

伟部分土地交付所致。 

其他非流动资产 27,404,745.91 41,923,969.13 -34.63% 

主要原因系年产

100,000 吨特种脂肪胺

预付款项减少所致。 

短期借款 99,000,000.00 41,000,000.00 141.46% 
主要原因系报告期内增

加借款所致。 

应付票据   5,670,000.00 -100.00% 
主要原因系报告期内开

据票据结算减少所致。 

预收款项 8,285,795.61 3,218,774.10 157.42% 
主要原因系公司本期预

收款业务增加所致。 

应付职工薪酬 9,843,744.37 21,476,793.14 -54.17% 
主要原因系公司报告期

内发放年终奖所致。 

应付利息 402,405.00 175,556.26 129.22% 
主要原因系公司借款增

加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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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增减比例 原因 

营业收入 333,248,963.86 264,573,193.57 25.96% 

主要原因系报告期内产能

利用率提升销量增加所

致。 

营业成本 254,075,631.89  195,075,535.08 30.24% 
主要原因系报告期营业收

入增加所致。 

税金及附加  2,578,367.95   1,274,322.96 102.33% 

主要原因系收入增加及自 

2016年 5月 1日后房产税

等四小税种重新分类所

致。 

销售费用 16,408,904.67  12,354,992.81 32.81% 
主要原因系报告期营业收

入增加，运费增加所致。 

资产减值损失 1,193,326.62   199,314.40 498.72% 
主要原因系报告期公司计

提坏账准备增加所致。 

公允价值变动

收益 
 -1,028,000.00   544,000.00 -288.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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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营业外收入 3,286,816.51   598,739.39 448.96% 
主要原因系报告期内政府

补助增加所致。 

营业外支出   48,883.33   183,864.95 -73.41% 

主要原因系自 2016年 11

月浙江省地方税务局暂停

征收水利建设基金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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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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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金流量项目 本期金额 去年同期金额 增减比例 原因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净额 
-13,746,480.49 13,912,548.21 -198.81% 

主要系报告期存货增

加所致。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净额 
-54,485,381.98 12,390,972.92 -539.72% 

主要系报告期年产

100,000 吨特种脂肪

胺及年产 43,500 吨

磷酸酯无卤阻燃剂投

入增加所致。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净额 
55,883,363.73 13,193,695.00 323.56% 

主要系报告期借款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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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浙江万盛股份有限公司因筹划重大事项，股票已于2016年12月26日起停牌。经与有关各方论

证和协商，公司拟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该事项构成重大资产重组，公司于2016年

12月29日发布了《浙江万盛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重组停牌公告》（公告编号：2016-073）； 

截至目前，本次重大资产重组进展如下：  

1、本公司已与标的公司匠芯知本（上海）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匠芯知本”)及其主要股

东签订重组框架协议。 

2、本次交易的最终经营主体为Analogix Semiconductor Inc.(以下简称“硅谷数模”)。标

的公司匠芯知本收购硅谷数模事项已经取得所有相关政府部门前置审批工作，截止本公告日，匠

芯知本已完成对硅谷数模跨境收购交割。 

3、目前，公司正按照《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及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筹划

重大事项停复牌业务指引》等相关规定，组织独立财务顾问、律师事务所、会计师事务所和资产

评估机构等相关中介机构正开展尽职调查、审计、评估等工作。 

 

3.3 报告期内超期未履行完毕的承诺事项 

□适用√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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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名称 浙江万盛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高献国 

日期 2017年 4月 20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