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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丹利化肥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第一季度季度报告正文 

§1 重要提示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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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公司第一季度财务报告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 

1.3 公司负责人高文班、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祖林海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祖林海声明：

保证季度报告中财务报告的真实、完整。 

§2 公司基本情况 

2.1 主要会计数据及财务指标 

单位：元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期末 增减变动（％） 

资产总额（元） 3,827,642,915.78 3,510,785,919.23 9.0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元） 2,091,411,475.12 2,037,507,853.15 2.65% 

总股本（股） 130,000,000.00 130,000,000.00 0.0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元/股） 16.09 15.67 2.68%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增减变动（％） 

营业总收入（元） 1,331,475,492.14 977,207,692.90 36.2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53,603,621.97 36,803,627.87 45.65%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542,095,120.10 38,333,647.35 1,314.15% 

每股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股） 4.17 0.39 969.23%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41 0.38 7.89%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41 0.38 7.89%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2.60% 5.10% -2.50%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

率（%） 
2.39% 4.95% -2.56%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 年初至报告期末金额  附注（如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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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233,731.75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250,190.98  

所得税影响额 -1,227,673.21  

合计 4,256,249.5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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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报告期末股东总人数及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股东总数（户） 13,147 

前十名无限售条件流通股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全称） 期末持有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数量 种类 

中国工商银行－ 博时精选股票证券投资基金 1,816,764 人民币普通股 

法亚楠 389,200 人民币普通股 

中国工商银行－ 金鹰主题优势股票型证券投

资基金 
381,209 人民币普通股 

陈振群 370,000 人民币普通股 

中国建设银行－ 中欧价值发现股票型证券投

资基金 
189,801 人民币普通股 

唐正宝 170,000 人民币普通股 

李德辉 165,622 人民币普通股 

赵志刚 137,500 人民币普通股 

中国工商银行－博时卓越品牌股票型证券投

资基金 
119,986 人民币普通股 

任瑞周 118,820 人民币普通股 

§3 重要事项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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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期内，公司资产构成发生重大变化的分析： 

                                                                               单位：元 

项目 2012 年 3 月 31 日     2011 年 12 月 31 日 增减变动 

货币资金 1,809,378,747.62  1,324,729,258.30  36.58% 

应收票据 4,064,870.00  2,100,000.00  93.57% 

应收账款 61,510.94  105,297.94  -41.58% 

其他流动资产 2,798,102.23  7,607,433.65  -63.22% 

在建工程 66,168,239.97  33,040,686.87  100.26% 

长期待摊费用 1,619,581.18  97,808.38  1555.87% 

短期借款 165,000,000.00  340,000,000.00  -51.47% 

应付票据 872,574,554.74  429,212,754.74  103.30% 

应付账款 158,976,864.90  111,172,067.64  43.00% 

应付职工薪酬 41,477,002.74  29,368,831.66  41.23% 

  截至报告期末，货币资金较期初增加 36.58%，主要原因系产品销售旺季，预收货款增加所致。 

  截至报告期末，应收票据较期初增加 93.57%，主要原因系部分经销商用银行承兑汇票结算货款所致。 

  截至报告期末，应收账款较期初减少 41.58%，主要原因系收回部分货款所致。 

  截至报告期末，其他流动资产较期初减少 63.22%，主要原因系本期实现税金抵顶上期多缴税款所致。 

  截至报告期末，在建工程较期初增加 100.26%，主要原因系新建子公司项目工程建设开始投入所致。 

  截至报告期末，长期待摊费用较期初增加 1555.87%，主要原因系本期发生的待摊代言费所致。 

  截至报告期末，短期借款较期初减少 51.47%，主要原因系本期公司现金流量充足，归还并减少银行借款所致。 

  截至报告期末，应付票据较期初增加 103.30%，主要原因系公司增加承兑汇票结算原材料货款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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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报告期末，应付账款较期初增加 43.00%，主要原因系销售旺季，采购量增加所致。 

 截至报告期末，应付职工薪酬较期初增加 41.23%，主要原因系本期已提取尚未发放的薪酬增加所致。 

 （二）、报告期内，利润构成发生重大变化的分析： 

                                                                               单位：元 

  项目 2012 年 3 月 31 日 2011 年 3 月 31 日 增减变动 

营业收入 1,331,475,492.14 977,207,692.90 36.25% 

营业成本 1,167,063,877.83 825,017,366.82 41.46% 

财务费用 -179,379.33 2,496,335.49 -107.19% 

营业外收入 5,507,706.32 1,488,951.10 269.91% 

营业外支出 23,783.59 42,456.96 -43.98% 

所得税费用 12,728,516.63 9,771,058.43 30.27% 

  截至报告期期末，营业收入、营业成本较上期增加 36.25%、41.46%，主要原因系公司本期产销量较上期增加所致。 

  截至报告期期末，财务费用较上期减少 107.19%，主要原因系募集资金产生的利息所致。 

  截至报告期期末，营业外收入较上期增加 269.91%，主要原因系财政拨款增加所致。 

  截至报告期期末，营业外支出较上期减少 43.98%，主要原因系本期捐赠支出减少所致。 

  截至报告期期末，所得税费用较上期增加 30.27%，主要原因系本期盈利增加所致。 

 （三）、 报告期内，现金流发生重大变化的分析： 

                                                                      单位：元 

项 目 2012年 3月 31日 2011 年 3 月 31 日     增减变动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542,095,120.10  38,333,647.35  1314.15%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47,045,284.25  -14,754,602.34  218.85%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80,038,301.53  84,234,657.54  -313.73% 

 截至报告期期末，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较上期增加 1314.15%，主要原因系销量增加，预收款增多所致。 

 截至报告期期末，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流出较上期增加 218.85%，主要原因系新增子公司开工建设，投资增加所致。 

 截至报告期期末，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较上期减少 313.73%，主要原因系本期资金量充足，减少融资所致。 

 

 

3.2 重大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3.2.1 非标意见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3.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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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3 日常经营重大合同的签署和履行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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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4 其他 

□ 适用 √ 不适用 

3.3 公司、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承诺事项履行情况 

上市公司及其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公司持股 5%以上股东及其实际控制人等有关方在报告期内或持续到报告期内的

以下承诺事项  

√ 适用 □ 不适用 

承诺事项 承诺人 承诺内容 履行情况 

股改承诺 无 无 无 

收购报告

书或权益

变动报告

书中所作

承诺 

无 无 无 

重大资产

重组时所

作承诺 

无 无 无 

发行时所

作承诺 

公司控股股东、实际

控制人高文班、高进

华、古龙粉、高英、

高文安、高文靠、高

文秋、高文都 

（一）、关于股份限售的承诺 

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 36 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其在公司股

票上市前持有的公司股份，也不由公司回购其所持有的上述股份（包括该等

股份派生的股份）。 

担任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股东承诺在其任职期间每年转让

的股份不超过其所持公司股份总数的百分之二十五；若发生离职情形，离职

后半年内不转让其所持有的公司股份，离任半年后后的十二个月内通过证券

交易所挂牌交易出售本公司股票数量占其所持有本公司股票总数的比例不超

过百分之五十。  

（二）、关于避免同业竞争的承诺 

公司为避免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未来可能与公司之间出现同业竞争，

公司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以及高斌、井沛花、密守洪共同出具了《放弃竞

争与利益冲突承诺函》，承诺本人及其直接或间接控制的子公司（“附属公司”）

目前并没有直接或间接地从事任何与股份公司营业执照上所列明经营范围内

的业务存在竞争的任何业务活动；本人及附属公司在今后的任何时间不会直

接或间接地以任何方式（包括但不限于自营、合资或联营）参与或进行与股

份公司营业执照上所列明经营范围内的业务存在直接或间接竞争的任何业务

活动；本人将充分尊重股份公司的独立法人地位，严格遵守股份公司的公司

章程，保证股份公司独立经营、自主决策。 

截止 2012 年 3

月 31 日内，未

发生违反以上

承诺的事项。 

其他承诺

（含追加

承诺） 

无 无 无 

 



史丹利化肥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第一季度季度报告正文 

5 

3.4 对 2012 年 1-6 月经营业绩的预计 

2012 年 1-6 月预计的经营业

绩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比上年同期增长幅度小于 50% 

2012 年 1-6 月净利润同比变

动幅度的预计范围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比上年同期增长幅度

为： 
20.00% ～～ 40.00% 

2011 年 1-6 月经营业绩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120,187,406.87 

业绩变动的原因说明 
全国复合肥市场需求上升，公司各项业务平稳增长，预计主营业务收入和净利润较去年同期有

一定的增长，但仍存在不确定因素。 

3.5 其他需说明的重大事项 

3.5.1 证券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3.5.2 报告期接待调研、沟通、采访等活动情况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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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2 年 01 月 04 日 公司证券部 实地调研 机构 平安证券 

公司现阶段生产经营情况；公司

募投项目建设情况；销售渠道建

设情况；公司原材料供应情况和

采购周期、采购模式情况；公司

生产和产品情况；公司品牌建设

情况；与行业其他公司对比情

况；财务情况等。 

 

2012 年 02 月 10 日 公司证券部 实地调研 机构 华泰联合证券 

2012 年 02 月 10 日 公司证券部 实地调研 机构 东北证券 

2012 年 02 月 10 日 公司证券部 实地调研 机构 中金公司 

2012 年 02 月 10 日 公司证券部 实地调研 机构 泽熙投资 

2012 年 02 月 10 日 公司证券部 实地调研 机构 瑞银证券 

2012 年 02 月 10 日 公司证券部 实地调研 机构 华林证券 

2012 年 02 月 10 日 公司证券部 实地调研 机构 国海证券 

2012 年 02 月 10 日 公司证券部 实地调研 机构 财富证券 

2012 年 02 月 10 日 公司证券部 实地调研 机构 西部证券 

2012 年 02 月 10 日 公司证券部 实地调研 机构 华泰联合 

2012 年 02 月 10 日 公司证券部 实地调研 机构 天风投资 

2012 年 02 月 10 日 公司证券部 实地调研 机构 东方资产管理 

2012 年 02 月 10 日 公司证券部 实地调研 机构 万家基金 

2012 年 02 月 10 日 公司证券部 实地调研 机构 国泰基金 

2012 年 02 月 10 日 公司证券部 实地调研 机构 浙商财险 

2012 年 02 月 10 日 公司证券部 实地调研 机构 新时代证券 

2012 年 02 月 10 日 公司证券部 实地调研 机构 东兴证券 

2012 年 02 月 10 日 公司证券部 实地调研 机构 中信建投 

2012 年 02 月 10 日 公司证券部 实地调研 机构 工银瑞信 

 

3.6 衍生品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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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1 报告期末衍生品投资的持仓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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