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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告之內容概不負
責，對其準確性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就因本公告全部或
任何內容而產生或因依賴有關內容而引致的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在中華人民共和國註冊成立之股份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1033) 

二零一四年第三季度報告 

本公告由中國石化儀征化纖股份有限公司（“本公司”）根據香港聯合交易所有

限公司（“香港聯交所”）證券上市規則第 13.09 (2)(a)條規定及上海證券交易所

相關規則而作出。 

 
本公司董事會（“董事會”）謹此呈上本公司截至 2014 年 9 月 30 日止三個月之

季度業績。 

 
§1 重要提示 

 

1.1 本公司董事會、監事會及其董事、監事、高級管理人員保證本報告所載資料

不存在任何虛假記載、誤導性陳述或者重大遺漏，並對其內容的真實性、準確性

和完整性承擔個別及連帶責任。 

 

1.2 本公司 2014 年第三季度財務報告按照中國企業會計準則編制及未經審計。 

 

1.3 本公司董事長兼總經理盧立勇先生，董事、總會計師李建平先生及資產財務

部副主任曹來玉先生聲明：保證季度報告中的財務報告真實和完整。 

 

§2 公司主要財務資料和股東變化 

 

2.1 主要財務資料（按照中國企業會計準則編制及未經審計）  

 
本報告期末 

人民幣千元 

上年度期末 

人民幣千元 

本報告期末

比上年度期

末增減（％） 

總資產 8,691,425 10,629,304 -18.2 

歸屬于母公司的股東權益 5,084,341 7,096,488 -28.4 

 

年初至 

本報告期末 

（1-9 月） 

人民幣千元 

上年初至 

上年報告期末 

（1-9 月） 

人民幣千元 

比上年同期

增減（％） 

經營活動產生的現金流量

淨額（使用以“-”號填列） 
-353,957 -227,694 不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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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初至 

本報告期末 

（1-9 月） 

人民幣千元 

上年初至 

上年報告期末 

（1-9 月） 

人民幣千元 

比上年同期

增減（％） 

營業收入 11,937,448 13,349,217 -10.6 

歸屬于母公司股東的淨利

潤（虧損以“-”號填列） 
-2,012,329 -691,615 不適用 

扣除非經常性損益後歸屬

于母公司股東的淨利潤（虧

損以“-”號填列） 

-1,968,630 -669,467 不適用 

加權平均淨資產收益率 -33.04% -8.43% 減少 24.61個

百分點 

基本每股收益(人民幣元/

股) （虧損以“-”號填列） 
-0.335 -0.115 不適用 

稀釋每股收益(人民幣元/

股) （虧損以“-”號填列） 
-0.335 -0.115 不適用 

 

 

扣除非經常性損益項目和金額 

項目 本報告期金額 

（7-9 月） 

人民幣千元 

年初至報告期末金額 

（1-9 月） 

人民幣千元 

非流動性資產處置損益 -456 -4,887 

計入當期損益的政府補助 449 1,346 

除上述各項之外的其他營業外

收入和支出 

-35,047 -40,158 

合計 -35,054 -43,699 

 
2.2 報告期末的股東總數、前十名股東、前十名無限售條件流通股股東持股情況

表 

 
股東總數 35,818 戶，其中 H 股股東人數 448 戶。 

前 10 名股東持股情況 

股東名稱 股東性質 

 

持股總數 

（股） 

持股比

例（％） 

持有有限售條件股

份數量（股） 

質押或凍結

的股份數量 

中國石油化工股份有

限公司（“中國石化”） 

國有法人 2,415,000,000 40.25 2,415,000,000 0 

香港中央結算(代理

人) 有限公司（“香港

結算”）*
 

境外法人 2,082,010,507 

 

34.70 0 0 

中國中信股份有限公

司（“中信股份”）**
 

國有法人 

 

1,035,000,000 17.25 1,035,000,000 0 

林友明 境內自然人 4,294,375 0.072 0 未知 

IP KOW 境外法人 2,850,000 0.048 0 未知 

周寶珠 境內自然人 2,326,189 0.039 0 未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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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德紹 境內自然人 2,163,653 0.036 0 未知 

王欣 境內自然人 2,096,276 0.035 0 未知 

彭原 境內自然人 2,000,000 0.033 0 未知 

傅昌宜 境內自然人 1,900,000 0.032 0 未知 

前 10 名無限售條件流通股股東持股情況 

股東名稱 期末持有無限售條件流通股

的數量（股） 

股份種類 

香港結算*
 2,082,010,507 H 股 

林友明 4,294,375 A 股 

IP KOW 2,850,000 H 股 

周寶珠 2,326,189 A 股 

梁德紹 2,163,653 A 股 

王欣 2,096,276 A 股 

彭原 2,000,000 A 股 

傅昌宜 1,900,000 A 股 

劉笑萍 1,508,200 A 股 

黃明坤 1,489,000 A 股 

上述股東關聯關係或一致行動的說明 
本公司未知上述股東之間存在關聯關係或屬

一致行動人 

*： 代理不同客戶持有。
 

**：本公司主要股東中國中信股份有限公司的公司名稱已變更為中國中信有限公司，相關工

商變更手續已辦理完畢，但有關的股東名稱變更尚在辦理中。 

 

2.3 報告期內經營活動總體狀況的簡要分析 

文中涉及之財務資料（如適用）均節錄自本公司按中國企業會計準則編制之未經
審計 2014 年第三季度財務報表。 

 

本公司主要從事生產及銷售聚酯切片和滌綸纖維業務，並生產聚酯主要原料精對

苯二甲酸（“PTA”）。 

 

2014 年第三季度，本公司生產裝置安全、穩定運行。由於聚酯市場需求依然不

足，本公司通過調整生產負荷、優化產品結構、提升產品質量等措施應對市場的

不利影響，努力減少虧損。共生產聚酯產品 559,896 噸，較上年同期的 631,384

噸減少 11.3%，聚酯聚合產能利用率為 83.5%；共生產 PTA271,360 噸，較上年

同期的 240,815 噸增加 12.7%。本公司共銷售聚酯產品 466,144 噸，較上年同期

的 510,749 減少 8.7%。扣除自用量等因素，產銷率為 98.1%。本公司共生產聚酯

專用料 257,738 噸，專用料比率為 94.0%，同比提高 0.7 個百分點；生產差別化

纖維 160,277 噸，差別化率為 80.2%，同比降低 2.1 個百分點。  

 

生產量 

 2014 年 7-9 月 2013 年 7-9 月 

生產量 

(噸) 

占生產量比重 

(%) 

生產量 

(噸) 

占生產量比重 

(%) 

聚酯產品     

聚酯切片 279,711 49.9 311,853 49.4 

瓶級切片 80,456 14.4 110,301 17.5 



                                              - 4 - 

滌綸短纖維 177,521 31.7 168,580 26.7 

滌綸中空纖維 22,208 4.0 19,393 3.1 

滌綸長絲 - - 21,257 3.3 

總計 559,896 100.0 631,384 100.0 

PTA 271,360 100.0 240,815 100.0 

 
銷售量 

 2014 年 7-9 月 2013 年 7-9 月 

銷售量 

(噸) 

占銷售量比

重 

(%) 

銷售量 

(噸) 

占銷售量比重 

(%) 

聚酯產品     

聚酯切片 193,852 41.6 201,345 39.4 

瓶級切片 79,253 17.0 111,354 21.8 

滌綸短纖維 171,781 36.8 163,625 32.0 

滌綸中空纖維 20,750 4.5 19,208 3.8 

滌綸長絲 508 0.1 15,217 3.0 

總計 466,144 100.0 510,749 100.0 

 

經營成果 

2014 年第三季度，由於本公司聚酯產品銷售量較去年同期下降了 8.7%以及聚酯

產品加權平均價格（不含增值稅）較去年同期下降了 5.3%，本公司營業收入比

去年同期減少了 13.3%，為人民幣 4,013,025 千元；歸屬于母公司股東的淨虧損

為人民幣 262,050 千元，而去年同期歸屬于母公司股東的淨虧損為人民幣 200,169

千元。 

 

 2014 年 7-9 月 2013 年 7-9 月 

營業收入 

人民幣千元 

占營業收入

比重（％） 

營業收入 

人民幣千元 

占營業收入比

重（％） 

聚酯產品     

聚酯切片 1,534,412 38.2 1,673,859 36.1 

瓶級切片 632,585 15.8 952,918 20.6 

滌綸短纖維 1,484,845 37.0 1,486,803 32.1 

滌綸中空纖維 212,607 5.3 209,055 4.5 

滌綸長絲 4,506 0.1 152,451 3.3 

其他 144,070 3.6 156,139 3.4 

總計 4,013,025 100.0 4,631,226 100.0 

 

§3 重要事項 

3.1 主要會計報表項目、財務指標重大變動的情況及原因（資料節錄自按中國企

業會計準則編制之財務報表）(未經審計) 

√適用   □不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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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於2014年 

9月30日 

人民幣千元 

於2013年 

12月31日 

人民幣千元 

變化 

% 

變化主要原因 

貨幣資金 56,781 105,797 -46.3 經營活動淨現金流出增多 

其它應收款 119,037 7,813 1,423.6 應收關聯方款項增加 

其他流動資產 80,949 158,465 -48.9 待抵扣進項稅減少 

在建工程 277,070 1,279,939 -78.4 在建工程轉固 

無形資產 159,386 271,143 -41.2 無形資產減少為上半年撤銷

原資產調整方案，而將土地轉

入關聯方應收款項 

長期待攤費用 0 135,503 -100.0 長期待攤費用因無經濟價

值，上半年全額計入損益 

遞延所得稅資產 0 73,783 -100.0 上半年公司經營情況不佳，沖

銷以前年度確認遞延所得稅

資產 

預收賬款 405,677 310,086 30.8 預收貨款增加 

應付職工薪酬 64,016 2,246 2,750.2 期末尚未支付的獎金增加 

應交稅費 8,054 11,570 -30.4 應交個人所得稅減少 

應付利息 1,690 2,793 -39.5 期末借款餘額減少 

其他應付款 1,043,954 374,147 179.0 新增應付關聯方款項 

未分配利潤 -2,264,465 -252,136 不適用 1至9月虧損 

 
項目 截至9月30日止9個月期間 變化 

% 

變化主要原因 

2014年 

人民幣千元 

2013年 

人民幣千元 

營業稅金及附加 2,784 59 4,618.6 城建稅及教育費附加由於實繳

流轉稅額增加而增加 

財務費用 22,218 1,236 1,697.6 借款利息支出增加 

資產減值損失 1,024,524 -15 不適用 上半年對存在減值跡象的固定

資產和無形資產計提了減值準

備 

投資收益 3,501 -2,478 不適用 合營公司淨利潤較上年同期增

加 

營業外收入 12,447 9,526 30.7 存貨盤盈 

營業外支出 56,146 32,452 73.0 處置無使用價值存貨 

所得稅費用 73,783 -119,437 不適用 沖銷以前年度的可抵扣虧損產

生的遞延所得稅資產 

 
3.2 重要事項進展情況及其影響和解決方案的分析說明 

√適用   □不適用 

 

本公司於 2014 年 9 月 13 日發佈了《中國石化儀征化纖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資產出

售、定向回購股份及發行股份購買資產並募集配套資金暨關聯交易報告書（草

案）》等相關公告，披露了本公司重大資產重組有關事項，本公司股票自 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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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9 月 15 日起複牌。目前，上述重大資產重組事項正在進行中。2014 年 10 月

17 日，本公司實際控制人收到國務院國有資產監督管理委員會（“國資委”）

《關於中國石化儀征化纖股份有限公司資產重組及配套融資有關問題的批復》

（國資產權[2014]1015 號）。國資委已原則同意本公司本次資產重組及配套融資

的總體方案。由於需要額外的時間完成向 H 股股東寄發的通函（“H 股通函”），

H 股通函的寄發日期順延至 2014 年 10 月 27 日，從而 2014 年第一次臨時股東大

會、2014 年第一次 A 股類別股東大會和 2014 年第一次 H 股類別股東大會將相

應地延期至 2014 年 11 月 11 日召開，詳情見本公司於 2014 年 10 月 23 日登載於

《中國證券報》、《上海證券報》、《證券時報》和上海證券交易所網站的《2014

年第一次臨時股東大會及 2014 年第一次 A 股類別股東大會延期召開的公告》及

於 2014 年 10 月 22 日登載於香港聯交所網站的《2014 年第一次臨時股東大會及

第一次 H 股類別股東大會及變更暫停辦理股份過戶登記手續的期間》。 

 

3.3 公司及持股 5%以上的股東承諾事項履行情況 

√適用   □不適用 

 
承諾背景 承諾方 承諾事項 承諾履行情況 

與股改相

關的承諾 

中 國 石

化、中信

股份 

自所持本公司的非流通股份獲得上市流通

權之日起 12 個月內，將提請本公司董事會

在符合國務院國有資產監督管理委員會、財

政部及中國證券監督管理委員會相關制度

的前提下提出股票期權激勵計畫，首次股票

期權行權價格不低於本公司 2013 年 5 月 30

日 A 股收盤價，即 6.64 元/股（股票期權激

勵計畫草案公佈前，如發生除權除息事項，

該價格做相應調整） 

《可能實施股票期權

激勵方案之進展》於

2014 年 8 月 15 日登

載於香港聯交所網

站。 

中國石化 在本公司股改完成後繼續支持其後續發

展，促進其加快轉型發展，並將其作為今後

相關業務發展平臺。 

報告期內，中國石化

沒有違反相關承諾事

項。 

 

3.4 預測年初至下一報告期期末的累計淨利潤可能為虧損或者與上年同期相比發

生大幅度變動的警示及原因說明 

□適用   √不適用 

 

3.5 執行新會計準則對合併財務報表的影響 

於 2014 年 8 月 22 日召開的本公司第七屆董事會第十六次會議批准了自 2014 年

7 月 1 日起開始執行中國財政部於 2014 年陸續頒佈或修訂的共七項新企業會計

準則，執行該等新企業會計準則對本公司財務報表無重大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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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附錄 

4.1  

 

資產負債表 

2014 年 09 月 30 日 

編制單位:中國石化儀征化纖股份有限公司 

單位：千元 幣種：人民幣 審計類型：未經審計 

項目 期末餘額 年初餘額 

流動資產： 
  

貨幣資金 56,781 105,797 

應收票據 2,155,689 2,558,598 

應收賬款 159,563 140,540 

預付款項 22,639 28,358 

其他應收款 119,037 7,813 

存貨 1,392,507 1,320,644 

其他流動資產 80,949 158,465 

流動資產合計 3,987,165 4,320,215 

非流動資產： 
 

 長期股權投資 588,351 584,850 

固定資產 3,679,453 3,963,871 

在建工程 277,070 1,279,939 

無形資產 159,386 271,143 

長期待攤費用 - 135,503 

遞延所得稅資產 - 73,783 

非流動資產合計 4,704,260 6,309,089 

資產總計 8,691,425 10,629,304 

流動負債： 
  

短期借款 1,130,000 1,602,907 

應付票據 300,000 400,000 

應付帳款 625,729 800,758 

預收款項 405,677 310,086 

應付職工薪酬 64,016 2,246 

應交稅費 8,054 11,570 

應付利息 1,690 2,793 

其他應付款 1,043,954 374,147 

流動負債合計 3,579,120 3,504,507 

非流動負債： 
 

 遞延收益 27,963 28,309 

非流動負債合計 27,963 28,309 

負債合計 3,607,083 3,532,816 

所有者權益（或股東權益）： 
  

實收資本（或股本） 6,000,000 6,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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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本公積 1,146,794 1,146,794 

專項儲備 1,630 1,447 

盈餘公積 200,383 200,383 

未分配利潤 -2,264,465 -252,136 

所有者權益（或股東權益）合計 5,084,342 7,096,488 

負債和所有者權益（或股東權益）總

計 

8,691,425 10,629,304 

法定代表人：盧立勇先生     總會計師：李建平先生      資產財務部副主任：曹來玉先生 

 

4.2 

利潤表 

編制單位: 中國石化儀征化纖股份有限公司 

單位：千元 幣種：人民幣 審計類型：未經審計 

項目 
本期金額 

（7－9 月） 

上期金額 

（7－9 月） 

年初至報告期

期末金額 

（1-9 月） 

上年年初至報

告期期末金額

（1-9 月） 

一、營業收入 4,013,025 4,631,226 11,937,448 13,349,217 

減：營業成本 3,912,287 4,560,278 11,959,151 13,372,752 

營業稅金及附加 20 29 2,784 59 

銷售費用 64,706 60,625 185,027 170,145 

管理費用 250,288 209,486 642,093 583,789 

財務費用 14,194 3,178 22,218 1,236 

資產減值損失 -    -    1,024,524 -15 

加：公允價值變動收益（損

失以“－”號填列） 

- - -    -    

投 資 收 益 （ 損 失 以

“－”號填列） 

1,475 481 3,501 -2,478 

其中：對聯營企業和

合營企業的投資收益 

1,475 481 3,501 -2,478 

二、營業利潤（虧損以“－”號

填列） 

-226,995 -201,889 -1,894,848 -781,227 

加：營業外收入 9,385 1,617 12,448 2,921 

減：營業外支出 44,440 14,924 56,146 32,452 

其中：非流動資產處置

損失 

635 13,906 5,575 18,052 

三、利潤總額（虧損總額以

“－”號填列） 

-262,050 -215,196 -1,938,546 -810,758 

減：所得稅費用 - -15,027 73,783 -119,143 

四、淨利潤（淨虧損以“－”號

填列） 

-262,050 -200,169 -2,012,329 -691,615 

歸屬于母公司股東的淨利潤 -262,050 -200,169 -2,012,329 -691,615 

五、每股收益：     

（一）基本每股收益（元／ -0.044 -0.033 -0.335 -0.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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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虧損以“-”號填列） 

（二）稀釋每股收益（元／

股）（虧損以“-”號填列） 

-0.044 -0.033 -0.335 -0.115 

六、其他綜合收益 - - - - 

七、綜合收益總額 -262,050 -200,169 -2,012,329 -691,615 

法定代表人：盧立勇先生     總會計師：李建平先生      資產財務部副主任：曹來玉先生 

4.3 

現金流量表 

2014 年 1—9 月 

編制單位: 中國石化儀征化纖股份有限公司 

單位：千元 幣種：人民幣 審計類型：未經審計 

項目 
年初至報告期期末金

額（1-9 月） 

上年年初至報告期期末

金額（1-9 月） 

一、經營活動產生的現金流量： 
  

銷售商品、提供勞務收到的現金 12,489,527 12,952,710 

收到的稅費返還 4,247 2,677 

收到的其他與經營活動有關的現金 8,740 873,682 

經營活動現金流入小計 12,502,514 13,829,069 

購買商品、接受勞務支付的現金 11,776,868 12,945,858 

支付給職工以及為職工支付的現金 710,994 764,858 

支付的各項稅費 30,568 36,790 

支付其他與經營活動有關的現金 338,041 309,257 

經營活動現金流出小計 12,856,471 14,056,763 

經營活動產生的現金流量淨額（使用以

“－”號填列） 
-353,957 -227,694 

二、投資活動產生的現金流量： 
  

處置固定資產、無形資產和其他長期資產收回

的現金淨額 
44,517 1,486 

收到其他與投資活動有關的現金 30,632 22,717 

投資活動現金流入小計 75,149 24,203 

購建固定資產、無形資產和其他長期資產支付

的現金 
12,868 135,967 

支付的其他與投資活動有關的現金 - 40,000 

投資活動現金流出小計 12,868 175,967 

投資活動產生的現金流量淨額（使用以

“－”號填列） 
62,281 -151,764 

三、籌資活動產生的現金流量： 
  

取得借款收到的現金 4,445,411 2,449,997 

收到其他與籌資活動有關的現金 801,100 - 

籌資活動現金流入小計 5,246,511 2,449,997 

償還債務支付的現金 4,920,088 2,148,3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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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配股利、利潤或償付利息支付的現金 62,422 39,025 

籌資活動現金流出小計 4,982,510 2,187,366 

籌資活動產生的現金流量淨額 264,001 262,631 

四、匯率變動對現金及現金等價物的影響 -1,341 2,765 

五、現金及現金等價物淨減少額 -29,016 -114,062 

加：期初現金及現金等價物餘額 85,797 162,027 

六、期末現金及現金等價物餘額 56,781 47,965 

法定代表人：盧立勇先生     總會計師：李建平先生      資產財務部副主任：曹來玉先生 

 

 

 

承董事會命 

盧立勇 

董事長 

二零一四年十月三十日，南京 

 

 

於本公告日期，本公司現任董事為盧立勇、孫志鴻、沈希軍、龍幸平、張鴻、官

調生、孫玉國、李建平，史振華*、喬旭*、楊雄勝*、陳方正* 

 

*獨立董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