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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重要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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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确性和完整性负个别及连带责任。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次季报的董事会会议。
公司负责人郑戎女士、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杜鹃女士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 杨庆女士声
明：保证季度报告中财务报告的真实、完整。

二、公司基本情况
（一）主要会计数据及财务指标
以前报告期财务报表是否发生了追溯调整
□ 是 √ 否 □ 不适用
2012.9.30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期末增减
(%)

2011.12.31

总资产（元）

2,478,045,068.42

2,041,874,143.41

21.3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
者权益（元）

1,904,363,101.09

1,819,071,336.59

4.69%

320,000,000.00

320,000,000.00

5.95

5.68

股本（股）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
净资产（元/股）

2012 年 7-9 月
营业总收入（元）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元）

比上年同期增减（%）

4.75%

2012 年 1-9 月

比上年同期增减（%）

277,651,389.88

1.49%

816,710,901.76

0.36%

56,408,548.15

36.71%

164,506,638.12

5.97%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
额（元）

--

--

138,557,350.84

16.88%

每股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量净额（元/股）

--

--

0.43

16.22%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8

38.46%

0.51

4.08%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8

38.46%

0.51

4.08%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3.14%

0.75%

8.9%

-0.08%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加权
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2.62%

0.32%

7.96%

-0.76%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 适用 □ 不适用
项目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

年初至报告期期末金
额（元）

说明

-381,717.31 当期固定资产报废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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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权审批或无正式批准文件的税收返还、减免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与企业业务密切相关，按照
国家统一标准定额或定量享受的政府补助除外）

7,757,400.00

主要为政府向提供的技术改造补助资金及
对公司上市奖励资金。

8,035,542.94

公司利用闲置自有资金购买银行理保本型
财产品取得的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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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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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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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02,918.16

其他符合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的损益项目

5,008,780.46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

1,155,678.44

所得税影响额

2,402,121.57

合计

17,465,124.24

--

公司对“其他符合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的损益项目”以及根据自身正常经营业务的性质和特点将非经常性损益项目界定为经常
性损益的项目的说明
项目

所得税优惠

涉及金额（元）

说明

其他符合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的损益项目是雅化柯达、雅化恒泰、
雅化运输 2011 年度按 25.00%税率计提企业所得税，2012 年汇算
5,008,780.46
2011 年度所得税时经当地税务机关审批符合西开政策，同意减按
15.00%的税率汇缴企业所得税所产生的差额 。

（二）报告期末股东总数及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报告期末股东总数（户）

11,581
前十名无限售条件流通股股东持股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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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末持有无限售条件股份的
数量

股东名称

股份种类及数量
种类

数量

夏震超

3,771,627 人民币普通股

3,771,627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光大
保德信优势配置股票型证券投
资基金

3,379,708 人民币普通股

3,379,708

中国银行－华宝兴业先进成长
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3,054,376 人民币普通股

3,054,376

中国银行－华夏大盘精选证券
投资基金

3,037,281 人民币普通股

3,037,281

迮雪英

2,727,165 人民币普通股

2,727,165

中国银行－华夏行业精选股票
型证券投资基金(LOF)

1,399,970 人民币普通股

1,399,970

长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1,365,900 人民币普通股

1,365,900

全国社保基金一一一组合

1,337,991 人民币普通股

1,337,991

虞法祥

1,241,657 人民币普通股

1,241,657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投
摩根行业轮动股票型证券投资
基金

1,201,553 人民币普通股

1,201,553

股东情况的说明

公司未知以上无限售条件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未知以上无限售条件股东是否属于
《上市公司股东持股变动信息披露管理办法》中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三、重要事项
（一）公司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大幅度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一、资产负债表主要项目变动原因说明：
1、本报告期末货币资金减少31,812.52万元，降低29.46%。主要原因是公司并购凯达化工股权支付转让款21,000万元和支付
2011年度现金股利9,600万元。
2、本报告期末应收票据增加2,601.70万元，增长47.44%。主要原因是受宏观经济增速放缓的影响，公司相关业务结算中承
兑汇票所占比重大幅增加，同时凯达化工并表增加了较多应收票据。
3、本报告期末应收账款增加6,525.35万元，增长129.70%。主要原因是新并表的凯达化工应收账款余额较大，同时由于行业
结算惯例应收账款在期中余额较年末余额偏大。
4、本报告期末应收股利增加73.70万元，增长258.16%。主要原因是公司应收西藏高争的股利尚未到账。
5、本报告期末其他应收款增加462.91万元，增长52.80%。主要原因是凯达化工、盛达汉源分公司并表增加所致。
6、本报告期末其他流动资产增加11,353.46万元，增长4249.92%。主要原因是本年度公司利用闲置自有资金购买的保本型银
行理财产品期限均在一年内，所以将其纳入其他流动资产核算。
7、本报告期末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减少750万元，降低100.00%。主要原因是期初雅化哈密购买的理财产品已全额赎回。
8、本报告期末固定资产增加11,306.39万元，增长46.72%。主要原因系公司本期并购凯达化工、新设立雅化凯诺的固定资产
并入报表所致。
9、本报告期末在建工程增加12,130.56万元，增长185.03%。主要原因是募投项目和雅化绵阳、雅安两个工业园区以及新并
购的凯达化工尚有部分在建项目未结转至固定资产。
10、本报告期末工程物质减少11.79万元，降低100.00%。主要原因是期初工程物质在本报告期已全额领用。
11、本报告期末无形资产增加11,181.08万元，增长123.00%。主要原因是凯达化工的土地资产按公允价值并表。
12、本报告期末商誉增加22,562.99万元，增长107.34%。主要原因系公司并购凯达化工过程中股权购买价大于公司按持股比
例所享有的账面净资产之差。
13、本报告期末短期借款增加110万元。主要原因公司本期并购的凯达化工在并购前向中国建设银行泸州分行借入尚未到期
的流动资金。
14、本报告期末应付账款增加1,986.29万元，增长57.16%。主要原因系公司本期并购凯达化工应付账款余额并入报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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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本报告期末应付股利增加258.03万元，增长759.59%。主要原因是雅化恒泰已决议但尚未支付的2011年度红利。
16、本报告期末其他应付款增加29,749.55万元，增长776.57%。主要原因系公司尚末支付的凯达化工股权转让款及股权转让
过程中代扣尚未代缴的个人所得税。
17、本报告期末少数股东权益增加3,085.43万元，增长42.64%。主要原因系公司本期并购凯达化工少数股东增加所致。
二、利润表主要项目变动原因说明：
1、本报告期财务费用减少523.25万元，降低45.84%。主要原因是公司利用募集资金开展定期存款增加的利息收入。
2、本报告期资产减值损失减少190万元，降低37.67%。主要原因是公司加速资金回收，缩短了应收款账龄，减少了坏账准
备的计提额度。
3、本报告期营业外收入增加382.17万元，增长61.24%。主要原因是公司本期收到政府技术改造补贴和上市奖励。
4、本报告期营业外支出增加96.39万元，增长86.07%。主要原因是公司积极承担社会责任，向慈善总会捐赠。
三、现金流量表主要项目变动原因说明：
1、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本期增加2,001.50万元，增长16.88%。其中：经营活动现金流入减少2,783.17万元，主要原
因是受国家宏观经济增速放缓的影响，公司部分业务量下降且承兑汇票结算比例增加；经营活动现金流出减少4,784.67万元，
主要原因一方面公司充分利用供应商的信用延期付款，另一方面公司提高采用银行承兑汇票进行结算的额度，降低了现金付
款比例。
2、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本期减少35,731.02万元,减少49.71%。主要原因是本期并购凯达化工支付现金及工业园区建
设导致投资活动现金流出增加；投资支付的现金和收回投资收到的现金发生额较大的原因是本期公司利用闲置经营性流动资
金购买短期稳建型理财产品的反复计算。
3、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本期减少7,049.88万元，减少285.96%，其中：筹资活动现金流入680万元，主要原因是雅
化凯诺吸收少数股东投资款；筹资活动现金流出10,195.25万主要原因是公司根据股东会决议支付2011年度分红款9,600万元。

（二）重大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1、非标意见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2、公司存在向控股股东或其关联方提供资金、违反规定程序对外提供担保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3、日常经营重大合同的签署和履行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4、其他
□ 适用 √ 不适用

（三）公司或持股 5%以上股东在报告期内或持续到报告期内的承诺事项
√ 适用 □ 不适用
承诺事项

承诺人

承诺内容

承诺时间

承诺期限

履行情况

股改承诺
收购报告书或权益变动报告书中所作承
诺
资产置换时所作承诺

发行时所作承诺

发行前全体股
东

1、发行前公司
全体 47 名股东 2010 年 09 月 13
承诺：自公司股 日
票上市之日起

严格履行了承
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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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六个月内，
不转让或者委
托他人管理本
承诺人现时所
持公司股份，也
不由公司回购
本承诺人现时
所持公司股份。
2、公司董事、
监事、高级管理
人员同时承诺：
在公司任职期
间，每年转让的
股份不超过所
持有公司股份
总数的 25%，且
离职后半年内
不转让所持有
的公司股份。在
申报离任六个
月后的十二月
内通过证券交
易所挂牌交易
出售公司股票
数量占本承诺
人所持有公司
股票总数的比
例不超过 50%。
3、公司控股股
东、实际控制人
郑戎就避免同
业竞争承诺：不
与本公司发生
任何同业竞争，
有效维护了公
司的业务独立。
其他对公司中小股东所作承诺
承诺是否及时履行

√ 是 □ 否 □ 不适用

未完成履行的具体原因及下一步计划
是否就导致的同业竞争和关联交易问题
□ 是 □ 否 √ 不适用
作出承诺
承诺的解决期限
解决方式
承诺的履行情况

（四）对 2012 年度经营业绩的预计
2012 年度预计的经营业绩情况：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正值且不属于扭亏为盈的情形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正值且不属于扭亏为盈的情形
2012 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变动幅
度

0%

至

30%

2012 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变动区
间（万元）

19,000

至

24,700

2011 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189,999,685.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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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绩增长主要原因：一方面公司强化管理，开源节流，提升公司盈利能力；
另一方面积极开展并购重组，本年度和去年同期会计期间的合并范围扩大，
导致业绩增长。

业绩变动的原因说明

（五）其他需说明的重大事项
1、证券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2、衍生品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3、报告期末衍生品投资的持仓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4、报告期内接待调研、沟通、采访等活动登记表
接待时间

接待地点

接待方式

接待对象类型

接待对象

谈论的主要内容及
提供的资料

无

5、发行公司债券情况
是否发行公司债券
□

是 √ 否

四川雅化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郑戎
董事会批准报送日期：2012年10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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