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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义 
释义项目  释义 

公司/股份公司/方大包装/方大股份 指 河北方大包装股份有限公司 

石家庄汇同 指 石家庄汇同企业管理中心（有限合伙） 

《公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证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业务规则》 指 《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业务规则》 

本报告期末/本报告期/期末 指 2018 年 1月 1日至 2018年 3月 31日 

上年同期 指 2017 年 1月 1日至 2017年 3月 31日 



 

- 4 -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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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公司负责人、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保证季度报告中

财务报告的真实、准确、完整。 

 

 

事项 是或否 

是否存在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对季度报告内容异议事项或无法保证其真实、准确、

完整 

否 

是否存在未出席董事会审议季度报告的董事 否 

是否存在豁免披露事项 否 

1、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对季度报告内容存在异议或无法保证的理由 

无 

2、 列示未出席董事会的董事姓名及未出席的理由 

无 

3、 豁免披露事项及理由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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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公司基本情况 

（一）基本信息 

公司中文全称 河北方大包装股份有限公司 

英文名称及缩写 Hebei Fangda Packaging Co,.Ltd. 

挂牌时间 2016-08-17 

证券简称 方大股份 

证券代码 838163 

转让方式 集合竞价 

法定代表人 杨志 

董事会秘书 刘燮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13010075026091X7 

注册资本 73,930,000 

注册地址 元氏县元氏大街 405 号 

联系电话 0311-86538689 

办公地址 石家庄市元氏县元氏大街 405 号 

 

（二）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

比上年度末

增减（%） 

总资产 225,718,415.76 277,315,202.03 -18.61 

归属于挂牌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202,533,910.88 196,127,697.85 3.27 

资产负债率%（母公司） 10.27% 29.28% - 

资产负债率%（合并）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

上年同期增

减（%） 

营业收入 62,536,913.19 44,570,148.67 40.31 

归属于挂牌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7,073,798.26 7,049,692.27 0.34 

归属于挂牌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7,007,923.26 5,709,415.22 22.74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6,869,980.60 1,026,599.82 569.20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0 0.11 -0.50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0 0.11 -0.5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3.54% 6.04% -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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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项目 金额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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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7,500.00 

非经常性损益合计 77,500.00 

所得税影响数 11,625.00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非经常性损益净额 65,875.00 

 

 

（三）截至报告期末的普通股股本结构、普通股前十名股东情况 

                                                                   单位：股 

普通股股本结构 

股份性质 
期初 本期 

变动 

期末 

数量 比例% 数量 比例% 

无限售

条件股

份 

无限售股份总数 19,894,166 29.39%  19,894,166 26.91% 

其中：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13,233,500 19.55%  13,233,500 17.9% 

      董事、监事、高管 13,233,500 19.55%  13,233,500 17.9% 

      核心员工      

有限售

条件股

份 

有限售股份总数 47,805,834 70.61% 6,230,000 54,035,834 73.09% 

其中：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41,200,500 60.86%  41,200,500 55.73% 

      董事、监事、高管 42,130,500 62.23%  42,130,500 56.99% 

      核心员工      

     总股本 67,700,000 — 6,230,000 73,930,000 — 

     普通股股东人数 134 

普通股前十名股东情况 

序

号 
股东名称 

期初持股

数 
持股变动 

期末持股

数 

期末持 

股比例% 

期末持有

限售股份

数量 

期末持有

无限售股

份数量 

1 杨志 54,434,000  54,434,000 73.6291% 41,200,500 13,233,500 

2 贾鸿连 3,687,000 -221,000 3,466,000 4.6882%  3,466,000 

3 石家庄汇同企业

管理中心（有限

合伙） 

2,500,000  2,500,000 3.3816% 833,334 1,666,666 

4 黄超 1,000,000 1,100,000 2,100,000 2.8405% 2,100,000  

5 蒋跃敏  2,000,000 2,000,000 2.7053% 2,000,000  

6 宁波梅山保税港

区盛润隆源股权

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1,120,000 1,120,000 1.5149% 1,12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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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徐红兵 300,000 600,000 900,000 1.2174% 900,000  

8 王石生 500,000  500,000 0.6763% 500,000  

9 上海惠畅投资管

理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嘉兴

玉冠弘仁股权投

资基金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500,000  500,000 0.6763%  500,000 

10 嘉兴建恩十号投

资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 

 460,000 460,000 0.6222% 460,000  

合计 62,921,000 5,059,000 67,980,000 91.9518% 49,113,834 18,866,166 

前十名股东间相互关系说明：公司股东中，自然人股东贾鸿连是杨志之母；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

制人杨志为石家庄汇同执行事务合伙人；刘燮为石家庄汇同的有限合伙人。除此之外，前十名股东之

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四）截至报告期末优先股的基本情况 

□  适用     √不适用 

                                           

（五）截至报告期末债券发行的基本情况 

□  适用 √不适用 

 

债券违约情况： 

□  适用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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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重要事项 

（一）重要事项的合规情况 

√适用     □  不适用  

事项 
是否存在重要

事项 

是否经过内

部审议程序 

是否及时履

行披露义务 

临时公告查

询索引 

重大诉讼、仲裁事项 否    

对外担保事项 否    

股东及其关联方占用或转移公司资金、

资产的情况 

否    

对外提供借款事项 否    

日常性关联交易事项 否    

偶发性关联交易事项 是 是 是 2017-025 

须经股东大会审议的收购、出售资产、

对外投资事项或者本季度发生的企业

合并事项 

否    

股权激励事项 否    

承诺事项 是  是 公开转让说

明书 

资产被查封、扣押、冻结或者被抵押、

质押的情况 

是 是 是 2017-013 

被调查处罚的事项 否    

失信情况 否    

 

1、 偶发性关联交易事项 

2017年 10月 25日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向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借款暨

关联交易的议案》，公司拟与杨志先生签署借款协议。借款金额不超人民币 1500万元；借款期限拟不超

过三个月(起始日期以实际到账日为准)，该借款不收取利息及相关费用。本次关联交易有利于公司正常

生产经营活动，不会对公司独立性、财务状况产生不利影响，公司亦不会因上述关联交易对关联方产生

依懒。2017年公司实际借款 1,200万元，2018年 1月借款 300万元，总借款 1,500万元。截止 2018年

2 月 28日上述款项均已还清。 

2、承诺事项 

报告期内，公司股东对所持股份自愿锁定的承诺详见“公开转让说明书”之“第一节基本情况”之

“二、本次挂牌股份的基本情况”之“（九）股东对所持有股份自愿锁定的承诺”，控股股东、实际控制

人作出的避免同业竞争的承诺详见“公开转让说明书”之“第三节公司治理”之“五、同业竞争情况”

之“（二）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作出的避免同业竞争的承诺”，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对公司

所作的承诺详见“公开转让说明书”之“第三节公司治理”之“九、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情

况”之“（三）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与公司签订的协议及对公司所作的承诺”之“（四）董事、

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对外兼职情况及其作出的重要承诺”之“（五）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对外

投资情况及所作出的重要承诺”。已承诺事项均在履行中，无违背承诺事项。 

3、资产被查封、扣押、冻结或者被抵押、质押的情况 

公司以不动产土地使用权（证书编号：元国（2016）第 00015 号）、房产为公司向交通银行股份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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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公司河北省分行签订流动资金贷款提供抵押担保。 

                                                               

（二）报告期内公司承担的社会责任情况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自成立起诚信经营、照章纳税，将社会责任放在公司发展的重要位置。公司聘用车间人员首选

由在职贫困山区人员推荐自己家乡亲属，重点培养成技术型人才，学到一技之长，不仅为贫困山区人民

解决就业难的问题，还为员工练就自身本领。公司自主建设厂区后，优先录用当地农民，提供稳定的就

业环境，同时带动了当地经济的发展。公司将社会责任意识融入到发展实践中，实现员工与公司的共同

成长，切实维护员工的合法权益。 

 

（三）报告期内利润分配情况    

□  适用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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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附录 

（一） 财务报告的审计情况 

是否审计 否 

审计意见  

审计报告中的特别段落  

审计报告编号  

审计机构名称  

审计机构地址  

审计报告日期  

注册会计师姓名  

会计师事务所是否变更  

审计报告正文： 

 

 

（二） 财务报表 

1.资产负债表                                           

单位：元 

项目 期末余额 上年度末余额 

流动资产：   

货币资金 43,750,282.76 81,292,853.59 

结算备付金   

拆出资金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

融资产 

  

衍生金融资产   

应收票据   

应收账款 25,480,841.16 24,845,190.63 

预付款项 7,248,178.96 148,918.95 

应收保费   

应收分保账款   

应收分保合同准备金   

应收利息   

应收股利   

其他应收款 342,719.08 271,854.34 

买入返售金融资产   

存货 71,336,684.21 87,795,650.11 

持有待售资产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资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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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流动资产 897,329.99 3,994,070.48 

流动资产合计 149,056,036.16 198,348,538.10 

非流动资产：   

发放贷款及垫款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持有至到期投资   

长期应收款   

长期股权投资   

投资性房地产   

固定资产 66,310,475.12 67,393,808.32 

在建工程 155,726.50  

工程物资   

固定资产清理   

生产性生物资产   

油气资产   

无形资产 9,639,490.30 9,674,107.60 

开发支出   

商誉   

长期待摊费用 193,333.23 213,333.24 

递延所得税资产 363,354.45 267,856.52 

其他非流动资产  1,417,558.25 

非流动资产合计 76,662,379.60 78,966,663.93 

资产总计 225,718,415.76 277,315,202.03 

流动负债：   

短期借款  28,000,000.00 

向中央银行借款   

吸收存款及同业存放   

拆入资金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

融负债 

  

衍生金融负债   

应付票据   

应付账款 16,496,527.58 34,035,667.53 

预收款项 3,791,254.52 4,003,864.22 

卖出回购金融资产款   

应付手续费及佣金   

应付职工薪酬 1,748,132.00 1,776,514.86 

应交税费 1,103,745.58 996,086.22 

应付利息  38,908.33 

应付股利   

其他应付款 44,845.20 12,336,463.02 

应付分保账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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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险合同准备金   

代理买卖证券款   

代理承销证券款   

持有待售负债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   

其他流动负债   

流动负债合计 23,184,504.88 81,187,504.18 

非流动负债：   

长期借款   

应付债券   

其中：优先股   

      永续债   

长期应付款   

长期应付职工薪酬   

专项应付款   

预计负债   

递延收益   

递延所得税负债   

其他非流动负债   

非流动负债合计   

负债合计 23,184,504.88 81,187,504.18 

所有者权益（或股东权益）：   

股本 73,930,000.00 67,700,000.00 

其他权益工具   

其中：优先股   

永续债   

资本公积 87,132,501.06 93,363,448.23 

减：库存股   

其他综合收益   

专项储备   

盈余公积 5,537,424.96 5,537,424.96 

一般风险准备   

未分配利润 35,933,984.86 29,526,824.66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合计 202,533,910.88 196,127,697.85 

少数股东权益   

所有者权益合计 202,533,910.88 196,127,697.85 

负债和所有者权益总计 225,718,415.76 277,315,202.03 

 法定代表人：__杨志___          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__刘燮__      会计机构负责人：__马爱静__ 

2.利润表 

 单位：元 

项目 本期发生额 上期发生额 

一、营业总收入 62,536,913.19 44,570,148.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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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营业收入 62,536,913.19 44,570,148.67 

利息收入   

已赚保费   

手续费及佣金收入   

二、营业总成本 54,296,566.89 37,853,998.90 

其中：营业成本 49,038,876.01 33,001,637.03 

利息支出   

手续费及佣金支出   

退保金   

赔付支出净额   

提取保险合同准备金净额   

保单红利支出   

分保费用   

税金及附加 246,566.45 283,155.62 

销售费用 2,291,159.86 2,244,683.68 

管理费用 1,885,637.70 1,840,727.13 

财务费用 810,134.14 486,097.09 

资产减值损失 24,192.73 -2,301.65 

加：公允价值变动收益（损失以“－”号填列）   

投资收益（损失以“－”号填列）   

其中：对联营企业和合营企业的投资收益   

汇兑收益（损失以“-”号填列）   

资产处置收益（损失以“-”号填列）  40,333.17 

其他收益 77,500.00 1,544,566.64 

三、营业利润（亏损以“－”号填列） 8,317,846.30 8,301,049.58 

加：营业外收入   

减：营业外支出  6,887.79 

四、利润总额（亏损总额以“－”号填列） 8,317,846.30 8,294,161.79 

减：所得税费用 1,244,048.04 1,244,469.52 

五、净利润（净亏损以“－”号填列） 7,073,798.26 7,049,692.27 

其中：被合并方在合并前实现的净利润   

（一）按经营持续性分类：   

1.持续经营净利润 7,073,798.26 7,049,692.27 

2.终止经营净利润   

（二）按所有权归属分类：   

1.少数股东损益   

2.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7,073,798.26 7,049,692.27 

六、其他综合收益的税后净额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其他综合收益的税后净额   

（一）以后不能重分类进损益的其他综合收益   

1.重新计量设定受益计划净负债或净资产的变动   

2.权益法下在被投资单位不能重分类进损益的其他综合收

益中享有的份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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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以后将重分类进损益的其他综合收益   

1.权益法下在被投资单位以后将重分类进损益的其他综合

收益中享有的份额 

  

2.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公允价值变动损益   

3.持有至到期投资重分类为可供出售金融资产损益   

4.现金流量套期损益的有效部分   

5.外币财务报表折算差额   

6.其他   

归属于少数股东的其他综合收益的税后净额    

七、综合收益总额 7,073,798.26 7,049,692.27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综合收益总额 7,073,798.26 7,049,692.27 

归属于少数股东的综合收益总额   

八、每股收益：   

（一）基本每股收益 0.10 0.11 

（二）稀释每股收益   

 法定代表人：___杨志___    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___刘燮____    会计机构负责人：___马爱静_____ 

 

 

3.现金流量表 

单位：元 

项目 本期发生额 上期发生额 

一、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销售商品、提供劳务收到的现金 63,320,215.38 42,660,088.32 

客户存款和同业存放款项净增加额    

向中央银行借款净增加额   

向其他金融机构拆入资金净增加额    

收到原保险合同保费取得的现金   

收到再保险业务现金净额   

保户储金及投资款净增加额   

处置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净增加额   

收取利息、手续费及佣金的现金   

拆入资金净增加额   

回购业务资金净增加额   

收到的税费返还 3,269,445.37 6,097,480.86 

收到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132,278.10 1,655,235.56 

经营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66,721,938.85 50,412,804.74 

购买商品、接受劳务支付的现金 53,667,570.33 42,786,636.32 

客户贷款及垫款净增加额   

存放中央银行和同业款项净增加额    

支付原保险合同赔付款项的现金   

支付利息、手续费及佣金的现金   

支付保单红利的现金   

支付给职工以及为职工支付的现金 4,769,151.72 4,848,999.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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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付的各项税费 1,352,836.20 1,750,569.27 

支付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62,400.00  

经营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59,851,958.25 49,386,204.92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6,869,980.60 1,026,599.82 

二、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收回投资收到的现金   

取得投资收益收到的现金   

处置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收回的现金净额   

处置子公司及其他营业单位收到的现金净额   

收到其他与投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投资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购建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支付的现金 3,291,260.59 4,641,881.70 

投资支付的现金   

质押贷款净增加额   

取得子公司及其他营业单位支付的现金净额   

支付其他与投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投资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3,291,260.59 4,641,881.70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3,291,260.59 -4,641,881.70 

三、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吸收投资收到的现金   

其中：子公司吸收少数股东投资收到的现金   

取得借款收到的现金   

发行债券收到的现金   

收到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3,089,855.54  

筹资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3,089,855.54  

偿还债务支付的现金 43,000,000.00 6,000,000.00 

分配股利、利润或偿付利息支付的现金 151,742.50 269,482.52 

其中：子公司支付给少数股东的股利、利润   

支付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641,004.00 351,797.00 

筹资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43,792,746.50 6,621,279.52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40,702,890.96 -6,621,279.52 

四、汇率变动对现金及现金等价物的影响 -418,399.88 -92,023.18 

五、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 -37,542,570.83 -10,328,584.58 

加：期初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余额 81,292,853.59 35,983,744.70 

六、期末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余额 43,750,282.76 25,655,160.12 

法定代表人：__杨志__        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__刘燮__       会计机构负责人：__马爱静__ 

 

 

 

河北方大包装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8年 4月 23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