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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重要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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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次季报的董事会会议。 

公司负责人王洪欣、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胡晓东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侯洁

声明：保证季度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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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公司基本情况 

一、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

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元） 18,495,779,695.51 10,274,887,134.11 80.0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187,812,268.98 424,552,848.12 -55.7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

性损益的净利润（元） 
180,821,421.29 418,878,450.68 -56.83%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646,191,162.11 17,480,199.97 3,596.70%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875 0.1978 -55.76%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875 0.1978 -55.76%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0.99% 2.48% -1.49%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

年度末增减 

总资产（元） 62,649,613,074.38 58,627,985,736.63 6.8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19,079,945,752.60 18,921,840,486.81 0.84%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项目 年初至报告期期末金额 说明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包括已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

冲销部分） 
2,107,41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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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571,273.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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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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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衍生金融资产、交易性

金融负债、衍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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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衍生金融资产、交

易性金融负债、衍生金融负债和其他债权投资取得

的投资收益 

148.75 国债逆回购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1,051,008.34  

减：所得税影响额 1,811,962.46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825,014.60  

合计 6,990,847.69 -- 

对公司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 1 号——非经常性损益》定义

界定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以及把《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 1 号——非

经常性损益》中列举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的项目，应说明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将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 1 号——非经常

性损益》定义、列举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的项目的情形。 

二、报告期末股东总数及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1、普通股股东总数和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数量及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85,713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

先股股东总数（如有） 0 

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

件的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

态 
数量 

新疆中泰（集团）有

限责任公司国有法人 国有法人 19.35% 415,444,140 111,864,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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鸿达兴业集团有限公

司 
境内非国

有法人 10.44% 224,055,772  质押 224,030,908 

浙江富丽达股份有限

公司 
境内非国

有法人 4.53% 97,256,677  质押 90,492,545 

乌鲁木齐环鹏有限公

司 国有法人 3.49% 75,000,000  冻结 9,970,120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

司 境外法人 2.39% 51,232,141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

限责任公司 国有法人 1.80% 38,664,500    

挪威中央银行－自有

资金 境外法人 1.42% 30,476,118    

广州市玄元投资管理

有限公司－玄元六度

元宝 8 号私募投资基

金 

其他 1.35% 29,058,208    

乌鲁木齐国有资产经

营（集团）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1.26% 27,011,952    

加拿大年金计划投资

委员会－自有资金 境外法人 0.83% 17,712,811    

前 10 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股

份数量 

股份种类 

股份种类 数量 
新疆中泰（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303,580,136 人民币普通股 303,580,136 
鸿达兴业集团有限公司 224,055,772 人民币普通股 224,055,772 
浙江富丽达股份有限公司 97,256,677 人民币普通股 97,256,677 
乌鲁木齐环鹏有限公司 75,0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75,000,000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51,232,141 人民币普通股 51,232,141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38,664,500 人民币普通股 38,664,500 
挪威中央银行－自有资金 30,476,118 人民币普通股 30,476,118 
广州市玄元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玄元六度

元宝 8 号私募投资基金 29,058,208 人民币普通股 29,058,208 

乌鲁木齐国有资产经营（集团）有限公司 27,011,952 人民币普通股 27,011,952 
加拿大年金计划投资委员会－自有资金 17,712,811 人民币普通股 17,712,811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新疆中泰（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与乌鲁木齐环鹏

有限公司存在关联关系。其他股东之间，未知是

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知是否属于一致行动人。 

公司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前 10 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在报告期内是否进行约定购回

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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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 否  

公司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前 10 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在报告期内未进行约定购回交

易。 

2、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 10 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 适用 √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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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重要事项 
一、报告期主要财务数据、财务指标发生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一）资产负债表 

单位：元 

会计报表项目  期末余额   期初余额   增减金额  变动比例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

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负债        -       133,875.00       -133,875.00  -100.00% 

存货   3,811,533,929.94    2,811,937,994.94      999,595,935.00  35.55%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49,272,129.89       -49,272,129.89  -100.00% 

其他权益工具投资       32,762,806.75          32,762,806.75  100.00% 

长期应收款     410,524,632.82      215,432,593.82      195,092,039.00  90.56%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

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负债                 -             534,585.00          -534,585.00  -100.00% 

应付票据及应付账款  10,554,348,187.13    7,779,570,353.96    2,774,777,833.17  35.67% 

其他流动负债  4,230,000,000.00    1,500,000,000.00    2,730,000,000.00  182.00% 

其他综合收益         -378,096.46       30,783,402.73      -31,161,499.19  -101.23% 

少数股东权益  1,817,258,231.60     826,123,449.82     991,134,781.78  119.97% 

1、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较年初下降 100.00%，主要是适用

新金融工具准则《企业会计准则第22号-金融工具确认与计量》调整所致。 

2、存货较年初增长35.55%，主要是依据公司营销策略库存部分产品所致。  

3、可供出售金融资产较年初下降100%，主要是适用新金融工具准则《企业会计准则第

22号-金融工具确认与计量》调整所致。 

4、其他权益工具投资较年初增长100%，主要是适用新金融工具准则《企业会计准则第

22号-金融工具确认与计量》调整所致。 

5、长期应收款较年初增长90.56%，主要是向融资租赁公司支付的起租前的设备款所致。 

6、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负债较年初下降 100.00%，主要是适用

新金融工具准则《企业会计准则第22号-金融工具确认与计量》调整所致。 

7、应付票据及应付账款较年初增长35.67%，主要是本期自开承兑汇票增加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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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其他流动负债较年初增长182.00%，主要是本期发行短期融资券所致。  

9、其他综合收益较年初下降101.23%，主要是适用新金融工具准则《企业会计准则第22

号-金融工具确认与计量》调整及外币汇率变动折算差额所致。 

10、少数股东权益较年初增长119.97%，主要是农银金融资产投资有限公司以增资扩股方

式向控股子公司新疆中泰化学阜康能源有限公司投资10亿元所致。 

（二）利润表 

单位：元 
会计报表项目  本期发生额   上期发生额  增减金额 变动比例 

营业收入  18,495,779,695.51  10,274,887,134.11   8,220,892,561.40  80.01% 

营业成本 16,929,386,049.52    8,706,893,764.50    8,222,492,285.02  94.44% 

研发费用        9,087,175.04        1,399,473.83         7,687,701.21  549.33% 

财务费用     341,655,692.98      255,084,691.11        86,571,001.87  33.94% 

资产减值损失     33,662,631.59     20,644,518.95       13,018,112.64  63.06% 

投资收益     -23,575,209.08       -17,156,100.83        -6,419,108.25  -37.42% 

公允价值变动收益       -1,695,005.00          651,400.00       -2,346,405.00  -360.21% 

资产处置收益        2,105,965.70          328,371.62         1,777,594.08  541.34% 

营业利润     225,089,140.82      507,513,423.18     -282,424,282.36  -55.65% 

营业外收入        1,014,184.33         4,007,984.37       -2,993,800.04  -74.70% 

营业外支出       2,063,747.35         7,836,007.09        -5,772,259.74  -73.66% 

利润总额     224,039,577.80      503,685,400.46      -279,645,822.66  -55.52% 

所得税费用      43,073,692.70        73,090,389.98      -30,016,697.28  -41.07% 

净利润     180,965,885.10     430,595,010.48      -249,629,125.38  -57.97%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187,812,268.98      424,552,848.12     -236,740,579.14  -55.76% 

少数股东损益      -6,846,383.88  6,042,162.36     -12,888,546.24  -213.31% 

1、营业收入较上年同期增长80.01%，主要是本期开展全产业链经营业务增加所致。  

2、营业成本较上年同期增长94.44%，主要是本期开展全产业链经营业务增加所致。  

3、研发费用较上年同期增长549.33%，主要是本期加大研发投入所致。  

4、财务费用较上年同期增长33.94%，主要是本期贷款财政贴息较上年减少以及子公司在

建工程转固利息支出费用化所致。  

5、资产减值损失较上年同期增长63.06%，主要是本期计提坏账准备增加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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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投资收益较上年同期减少37.42%，主要是本期联营企业亏损所致。  

7、公允价值变动收益较上年同期减少360.21%，主要是本期开展套期保值业务按套期保

值准则《企业会计准则第24号-套期会计》确认减少所致。  

8、资产处置收益较上年同期增长541.34%，主要是本期处置资产增加所致。  

9、营业利润较上年同期下降55.65%，主要是本期营业成本上涨的幅度高于营业收入上涨

幅度以及依据营销策略库存部分产品所致。  

10、营业外收入较上年同期减少74.70%，主要是本期零星罚款产生的营业外收入减少所

致。  

11、营业外支出较上年同期减少73.66%，主要是本期对外捐赠支出减少所致。  

12、利润总额较上年同期下降 55.52%、净利润较上年同期下降 57.97%、归属于母公司

所有者的净利润较上年同期下降55.76%，主要是本期营业成本上涨的幅度高于营业收入上涨

幅度以及依据营销策略库存部分产品所致。  

13、所得税费用较上年同期下降41.07%，主要是本期利润较上年同期减少所致。   

14、少数股东损益较上年同期下降213.31%，主要是本期非全资子公司实现利润减少所致。   

（三）现金流量表 

单位：元 
会计报表项目 本期发生额 上期发生额 增减金额 变动比例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646,191,162.11    17,480,199.97    628,710,962.14  3596.70%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487,499,956.77  -894,071,426.06   -593,428,530.71  -66.37%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577,488,486.11  1,301,596,621.26   -724,108,135.15  -55.63% 

1、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较上年同期增长3596.70%，主要是本期销售商品、提供

劳务收到的现金增加以及加大往来清欠力度等所致。 

2、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较上年同期下降66.37%，主要是本期对联营企业投资增

加，以及子公司项目建设投入增加及同比增加合并范围所致。 

3、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较上年同期下降55.63%，主要是偿还到期债务支付的现

金增加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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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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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 年第一季度公司累计生产聚氯乙烯树脂（PVC）43.45 万吨（含糊树脂），生产烧碱

（含自用量）30.70 万吨，粘胶纤维 17.11 万吨，粘胶纱 6.87 万吨，电石 66.43 万吨，发电 31.66

亿度。 

报告期内，新疆中泰化学托克逊能化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托克逊能化”） 30 万吨/年

高性能树脂产业园及配套基础设施项目、新疆天雨煤化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雨煤化

工”）500 万吨/年煤分质清洁高效综合利用项目一期 120 万吨/年兰炭按计划稳步推进，上述

项目建成后将进一步完善公司产业链，增强公司盈利能力。 

报告期公司纺织工业板块根据市场需求变化，以提高产品质量、拓展高端市场为目标，

进一步丰富和优化了粘胶纱的产品结构，加大高支纱生产比例，向高端薄型面料拓展，产品

结构的丰富，增强了应对市场风险的能力和竞争力。 

为拓宽融资渠道，降低公司资产负债率，报告期内公司控股子公司新疆中泰化学阜康能

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阜康能源”）与农银金融资产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农银投资”）

合作，农银投资以增资扩股的方式向阜康能源投资 10 亿元，增资后阜康能源注册资本由

224,300 万元变更为 289,367 万元，农银投资持有阜康能源 22.49%的股权。 
重要事项概述 披露日期 临时报告披露网站查询索引 

新疆中泰化学股份有限公司完

成向新疆天雨煤化集团有限公

司增资事项，持有天雨煤化

51%股权 

2018 年 03 月 29 日 

刊登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

报》、《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上的《新

疆中泰化学股份有限公司向新疆

天雨煤化集团有限公司增资暨项

目建设的公告》（公告编号：

2018-051）。 

新疆中泰化学股份有限公司关

于公司下属公司与农银金融资

产投资有限公司合作的公告 
2019 年 03 月 12 日 

刊登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

报》、《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上的《新

疆中泰化学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

司下属公司与农银金融资产投资

有限公司合作的公告》（公告编号：

2019-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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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公司实际控制人、股东、关联方、收购人以及公司等承诺相关方在报告期内超期未

履行完毕的承诺事项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公司实际控制人、股东、关联方、收购人以及公司等承诺相关方在报

告期内超期未履行完毕的承诺事项。 

四、对 2019 年 1-6 月经营业绩的预计 

√ 适用 □ 不适用  

2019 年 1-6 月预计的经营业绩情况：净利润为正，同比下降 50%以上 
2019 年 1-6 月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利润变动幅度 -75.86% 至 -51.73% 

2019 年 1-6 月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利润变动区间（万元） 30,000 至 60,000 

2018 年 1-6 月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利润（万元） 124,298.43 

业绩变动的原因说明 

1、因市场原因，公司主要产品粘胶纤维、离子膜烧碱市

场价格下跌； 
2、转让原控股子公司新疆中泰融资租赁有限公司、上海

欣浦保理有限公司股权，减少利润； 
3、贷款贴息政策变化导致公司财务费用上升、增加研发

投入导致研发费用上升； 
因市场价格等经营环境因素存在不确定性，请广大投资

者注意业绩预测风险。 

五、以公允价值计量的金融资产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资产

类别 初始投资成本 本期公允价

值变动损益 

计入

权益

的累

计公

允价

值变

动 

报告期内购入

金额 
报告期内售出

金额 累计投资收益 期末

金额 
资金

来源 

期货 42,583,570.30 -1,695,005.00 0.00 893,881,434.41 886,100,005.58 -7,781,428.83 0.00 自有 

合计 42,583,570.30 -1,695,005.00 0.00 893,881,434.41 886,100,005.58 -7,781,428.83 0.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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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违规对外担保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违规对外担保情况。 

七、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对上市公司的非经营性占用资金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对上市公司的非经营性占用资金。 

八、报告期内接待调研、沟通、采访等活动登记表 

√ 适用 □ 不适用  
接待时间 接待方式 接待对象类型 调研的基本情况索引 

2019 年 03 月 26 日 电话沟通 机构 

2019 年 03 月 26 日在“互动易

（http://irm.cninfo.com.cn）”
披露的《新疆中泰化学股份

有限公司投资者关系活动记

录表》（编号：2019-001） 

2019 年 03 月 27 日 电话沟通 机构 

2019 年 03 月 27 日在“互动易

（http://irm.cninfo.com.cn）”
披露的《新疆中泰化学股份

有限公司投资者关系活动记

录表》（编号：2019-002） 

 

 

 

新疆中泰化学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王洪欣 

                                                         二〇一九年四月二十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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