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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重要提示
本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规划，投资者应当到证监会指定媒
体仔细阅读年度报告全文。
非标准审计意见提示
□ 适用 √ 不适用
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普通股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 适用 □ 不适用
是否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 是 √ 否
公司经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的利润分配预案为：以 668,401,851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0.50 元（含税），
不送红股，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优先股利润分配预案
□ 适用 √ 不适用

二、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贵糖股份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股票代码

000833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杨正

梅娟

办公地址

广西贵港市广西贵糖(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广西贵港市广西贵糖(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办
证券部

传真

0775-4260833

0775-4260833

电话

0775-4201380

0775-4201833

电子信箱

gxgtgf@163.com

gxgtgf@163.com

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1、公司主要业务为：机制糖（白砂糖、赤砂糖）的生产和销售，纸浆和机制纸（文化纸、生活用纸）的生产和销售，
硫铁矿的开采、加工、销售，硫酸、试剂酸、铁矿粉（硫铁矿烧渣）和磷肥（普通过磷酸钙）的生产和销售。
报告期内，公司的生活用纸成品纸生产经营业务有所调整。鉴于近年来，生活用纸产品市场已经发生了极大的变化，竞
争更加剧烈，原辅材料市场价格涨幅大，生产成本大幅上升，而终端价格涨幅有限，导致公司生活用纸成品纸生产经营业务
亏损逐年增加，经过充分的研究和论证，公司于2017年6月决定退出生活用纸成品纸的生产经营业务，后续以生活用纸原纸
业务为主。同时，公司通过商标许可使用的方式保持成品纸“纯点”品牌的运作。
主要产品：白砂糖、赤砂糖、纸浆（机制浆）、书写纸、生活用纸、硫铁矿矿石（硫精矿、-3mm矿、块矿、手选矿）、
硫酸、试剂酸、铁矿粉、磷肥。
机制糖是日常生活食品，主要用于食品加工、医药加工、日常食用；纸浆属造纸原料；书写纸主要用于印刷、书本、书
写；生活纸是日常生活用品；硫铁矿主要用于生产硫酸、磷肥等。硫酸是许多化工产品的原料，还广泛应用于农业、工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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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防、原子能工业等国民生产各领域中。磷肥是以磷为主要养分的肥料，有增加作物产量、改善作物品质等作用，是农业生
产的重要肥料之一。铁矿粉是钢铁工业的重要原料之一。
2、主要经营模式
公司的经营模式是传统的制造企业模式，采购（开采）、生产（加工）、销售，体系完整，业务较集中。
机制糖主要原料为甘蔗，甘蔗由农民自主种植，公司实施扶持、协助田间管理，组织收购。公司按政府行政划分甘蔗原
料区域和政府制定统一价格收购，不能跨区域或提价降价收购。
公司在本辖区内收购甘蔗，生产白砂糖和赤砂糖，副产品蔗渣作为公司制浆原料。甘蔗的收购量决定着公司的产糖量和
制浆原料来源。制糖属季节性生产，为每年的11月至次年的三月。产品的销售按年度进行，销售对象主要是食品加工厂、制
药厂、中间商、超市等。年内销售量的安排，受对食糖价格走势因素判断的影响。公司根据具体情况开展食糖贸易、加工业
务，增加营业收入和经营效益。
机制浆主要原料为甘蔗渣、桉木次材，公司制浆所需的蔗渣原料75%以上是向广西一些制糖企业采购。蔗渣的采购属季
节性，桉木次材是按市场价向木材加工厂或个体收购。公司生产的纸浆首先满足自用，生产书写纸、生活用纸等，其余（约
48%）直接对外销售。书写纸主要是向中间商销售，生活用纸成品纸是通过广西纯点（本公司全资子公司）向超市、经销商
等销售；生活用纸原纸主要是向生活用纸加工企业、经销商销售。
云硫矿业主要经营模式是开采、加工、销售。首先是原矿的开采、将原矿加工成-3mm矿、硫精矿等矿石产品；其次是
以硫精矿主要原材料生产硫酸、铁矿粉以及普通过磷酸钙（磷肥）等产品。公司具备采矿、运输、破碎、筛分、选矿、尾矿
回收等硫铁矿全流程生产能力。硫铁矿开采方式为露天开采。开采的原矿运输至富矿生产线或贫矿生产线，加工成硫精矿、
-3mm矿等产品对外销售。公司化工厂将产品延伸至下游化工产业，主要生产硫酸、磷肥等产品。硫铁矿产品销售主要为直
销，客户主要为硫酸、磷肥、钛白粉等生产企业。硫酸类产品部分直销，大部分通过化工贸易商进行销售，客户群体主要是
化工下游产品制造企业。磷肥类产品主要通过化肥经销商销售，最终用于农业生产。公司采取内抓生产提品质、降成本，外
拓市场增销量、稳价格等措施保障经营业绩。
3、业绩驱动因素
机制糖业绩驱动因素： 食糖属生活必需品，随着居民生活水平的提高需求量也在增加，食糖的战略地位与粮食同等重
要。国内自产的食糖供不应求，靠国家进口糖来补充或平衡价格。食糖市场价格波动较大，其中受食糖产量、国家进口糖政
策等影较大。甘蔗原料种植规模及供应量决定着公司机制糖的产量，规模经营有利于公司发展和效益的提高；公司千方百计
促进农民改进甘蔗良种、扩大种植规模，保障甘蔗原料来源和质量，同时，把握好销售节奏，是公司业绩增长的主要方面。
制浆造纸业绩驱动因素：抓好制浆造纸原料采购环节，控制采购成本；开拓小品种纸市场，扩大生活用纸原纸市场打造
销售优势区域，实现产销平衡，是保持制浆造纸业绩的重点。
硫铁矿业绩驱动因素：2017年，硫铁矿、硫化工市场回暖，产品价格止跌回升，虽仍处于较低位，但公司采取“抢抓机
遇拓市场、管理创新降成本”的经营方针及有效的应对措施，保持生产经营稳健运作，取得了较好的经营业绩。
从长期来看，随着世界经济和中国经济持续稳定发展，化工、轻工、纺织、钢铁等行业中大多数用酸产品的发展速度保
持稳中有增，其他行业用酸需求也在增长中，因而对于硫酸的消费会进一步增加。硫铁矿作为重要原料，其需求量也将持续
稳定。另一方面，随着硫精矿品质的提高，硫铁矿烧渣的综合利用价值得以提升，硫铁矿烧渣市场价格上升，从而增强硫铁
矿的市场竞争力。
4、公司所属行业发展阶段、周期性特点
公司的制糖、造纸业属传统产业，行业发展是随着人口及生活水平的提高而不断发展，经营周期国家宏观经济、政策、
市场竞争影响。
（1）据有关数据统计，中国食糖产量由1994/1995榨季的541.78万吨增长到2016/2017榨季的928.82万吨，最高产量曾达
到1330万吨，近三个榨季（2014/2015、2015/2016、2016/2017年榨季）处于减产周期；食糖净进口量由1994/1995榨季的64.5
万吨增加到2016/2017榨季的228万吨左右，食糖消费量从1994/1995榨季的882万吨增长到2016/17榨季的1,510万吨（近三个
榨季2014/2015、2015/2016和2016/2017年榨季处于平稳），期间虽有波动，但总体呈增长趋势，其增长的主要原因是人民生
活水平的逐步提高和城市化进程的加速，国民经济持续平稳增长、食品工业较快发展、居民消费结构持续变化是国内食糖消
费增长的三大主要因素。
食糖经营的周期大致上以5-6年为一个周期，基本上是3年连续增产导致价格下降，接下来的3年连续减产导致价格上涨,
目前食糖市场属于连续减产后的小幅增长周期。
（2）造纸行业下游渗透国民经济的各个领域，行业景气度基本跟随宏观经济波动，具有较强的周期性特征。2017年以
来，在国家供给侧结构调整、环保监管风暴等因素推助下，浆、纸原辅材料价格大幅上涨，除生活用纸产品外，其它浆、纸
产品价格基本也大幅上扬，下一年或仍将延续。
我国造纸业经过30余年的发展，纸及纸板的生产量和消费量均居世界第一位，近年来行业虽整体保持适度增长，但产销
量增速均呈下降趋势。据中国造纸协会调查资料《中国造纸工业2017年产销形势》统计，截止2017年9月，制浆造纸及纸制
品业企业数量6636家，其中：纸浆制造业46家，造纸业2721家，纸制品制造业3869家。据工业和信息化部发布信息，2017
年1-12月，机制纸及纸板累计生产量为12542万吨，同比增长3.1%。2007～2016年，纸及纸板生产量年均增长率4.43％，消
费量年均增长率4.05％。
随着新增产能的出现和排污标准的提高，成本上升将成为行业面临的主要问题。未来纸价的上涨将更多的是覆盖成本上
升的影响，行业内仅少数纸种将在未来纸价上涨过程中继续受益。文化纸、白卡纸、铜版纸将持续受益于节能减排预期向好，
新闻纸、箱板纸短期产能增长过快影响仍非常明显。
据有关资料统计，2016年，中国生活用纸产能1,125万吨，比上年增加81万吨，产能利用率76%；2017年生活用纸企业
开工率整体呈现下行走势，主要原因为行业产能过剩问题严重，市场供需失衡，多数小型生活用纸企业已经停产。2018年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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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有大量高速纸机投产，竞争将更加激烈，低速纸机将出现大面积停产现象。2017年的商品木浆价格延续了2016年第四季度
以来的上升势头，尤其是2017年8月，环保部等5部委出台《进口废物管理目录》，将未经分拣的废纸调整为《禁止进口固体
废物目录》，使得包装纸和纸板等纸种的商品浆需求量骤增，引发进口、国产商品浆现货价格大幅飙升，给生活用纸生产企
业带来更大的压力，推动原纸和加工产品出厂价格提升1000—2000元/吨。从零售市场看，原料涨价已传递到终端零售市场，
产品零售价涨幅明显，但仍不足以平衡原材料涨价对成本的影响，企业纷纷通过推出高附加值新品、减少促销活动等方式争
取合理的盈利空间。
目前中国生活用纸的人均年消费水平仍然较低，未来，生活用纸行业在中国经济增速回升、居民消费能力提升、城镇化
进程加快和人口增长等因素的推动下，市场容量（国内外市场）将继续保持增长，预测消费量的增长将高于全球平均水平。
（3）云硫矿业方面，公司的主要产品硫铁矿和硫酸，生产经营受硫化工（包括化肥、钛白粉等）和钢铁行业运行态势
影响最大。2017年，受益于供给侧改革、去产能政策，硫铁矿下游及钢铁市场回暖，价格回升。
硫铁矿属于大宗原材料，具有一定周期性。硫铁矿的主要消费需求来自硫酸和铁矿粉的生产，硫铁矿行业随着下游硫酸
市场、钢铁市场等景气程度变化而波动。硫酸和钢铁是工业的重要原材料，受国内外宏观经济影响较大，硫铁矿市场受宏观
经济周期的影响而波动。
5、公司所处行业地位
报告期内，公司所处行业地位没有发生重大变化。
公司主营业务所处的行业板块为食品（机制糖）、造纸（机制纸）、采矿（硫铁矿）。机制糖行业知名度高，造纸行业
地位不明显，采矿业（硫铁矿）地位较突出。
（1）机制糖方面，近几年广西食糖产量年均约700万吨，占全国的65%，公司年均产糖8.3万吨，占广西总产量的1.2%，
在广西20家大型制糖集团中公司位于第17位。公司为我国历史最为悠久的制糖企业之一，生产的“桂花”牌白砂糖质量优良、
历年位于全国前茅，知名度高。
（2）机制纸方面，公司年产纸浆能力10万吨，年产文化纸能力9万吨，年产生活用纸7万吨（原纸和成品纸），2016年
全国纸及纸板生产企业约2800 家，全国纸及纸板生产10,855万吨，按该数据计算，公司生产力占全国0.27%。公司属广西区
内最大的造纸企业之一。近几年广西区内一些糖业集团投资制浆造纸行业，加剧了市场竞争，各相关企业开工率普遍不足。
同时公司制浆造纸部分生产流程有待优化，才能增强市场竞争力。
（3）云硫矿业方面，公司的硫铁矿产品，特点是品位高、杂质少，是硫酸工业优质原料。云硫矿业在国内硫铁矿行业
保持着领先地位，产量约占全国产量的10%。
6、在报告期内，除正常的生产地质勘探工作外，公司未安排在采矿权范围内及周边进行任何探矿工作，无勘查投资支
出。矿产资源储量没有勘查增减和重算增减。

3、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1）近三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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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位：人民币元
2017 年
营业收入

2016 年

本年比上年增减

2015 年

1,907,370,590.83

1,792,118,993.01

6.43%

1,735,404,706.9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79,766,204.56

38,738,133.81

105.91%

134,509,172.3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56,960,938.96

-11,444,217.40

597.73%

-5,078,699.10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826,893.35

329,961,577.16

-100.86%

47,669,551.42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2

0.06

100.00%

0.220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2

0.06

100.00%

0.22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2.98%

1.47%

增加 1.51 个百分点

6.27%

2017 年末

2016 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减

2015 年末

总资产

3,380,565,116.33

3,419,170,719.94

-1.13%

3,405,601,862.7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2,716,956,209.50

2,632,196,412.84

3.22%

2,637,234,157.04

（2）分季度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人民币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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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季度
营业收入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第三季度

第四季度

349,446,575.85

504,914,860.64

574,337,750.07

478,671,404.27

10,964,314.85

22,361,625.19

26,898,673.35

19,541,591.17

1,298,350.05

25,337,096.72

26,443,978.26

3,881,513.93

-255,552,587.51

96,366,196.31

1,738,098,653.41

-1,581,739,155.5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第二季度

上述财务指标或其加总数是否与公司已披露季度报告、半年度报告相关财务指标存在重大差异
□ 是 √ 否

4、股本及股东情况
（1）普通股股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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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度报告披露日
57,409 前一个月末普通
股股东总数

报告期末表决权
56,093 恢复的优先股股
东总数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
一个月末表决权恢
0
复的优先股股东总
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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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质押或冻结情况

持有有限售条件的股份数量

股份状态

云浮广业硫铁矿
国有法人
集团有限公司

31.31% 209,261,113

209,261,113

广东省广业集团
国有法人
有限公司

12.13% 81,051,861

81,051,861

广西广业粤桂投
国有法人
资集团有限公司

11.34% 75,800,000

0

方少瑜

境内自然人

1.61% 10,769,458

0

列凤媚

境内自然人

0.82%

5,510,656

0

梁淑莲

境内自然人

0.61%

4,073,729

0

何春雷

境内自然人

0.42%

2,778,437

0

中国证券金融股 境内非国有
份有限公司
法人

0.36%

2,378,891

0

李臣

境内自然人

0.29%

1,954,269

0

张斌

境内自然人

0.24%

1,584,856

0

数量

前三大股东云浮广业硫铁矿集团有限公司、广东省广业集团有限公司、广西广业粤桂投资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
集团有限公司是一致行动人。其他股东之间的关联关系不详，也未知其之间是否属于《上
的说明
市公司股东持股变动信息披露管理办法》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股东方少瑜通过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票 9,780,302
股。股东列凤媚通过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票
5,510,656 股。股东梁淑莲通过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公司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
股票 4,073,729 股。股东李臣通过方正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公
明（如有）
司股票 1,954,269 股。股东张斌通过长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
公司股票 1,476,056 股。股东陈雄军通过方正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
持有公司股票 1,394,200 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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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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3）以方框图形式披露公司与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

5、公司债券情况
公司是否存在公开发行并在证券交易所上市，且在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未到期或到期未能全额兑付的公司债券
否

三、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1、报告期经营情况简介
公司是否需要遵守特殊行业的披露要求
是
固体矿产资源业
公司需遵守《深圳证券交易所行业信息披露指引第 2 号——上市公司从事固体矿产资源相关业务》的披露要求
2017年，国内经济在新常态下进行结构性调整，经济增速有所回升，GDP同比增长6.9%，国民经济稳中向好、好于预
期。公司的采矿业增速较快，收入和利润大幅增长；制糖业的经营环境有了较大的改善，公司努力消除甘蔗原料价格上升、
年末糖价不断下跌的影响，把握好销售节奏，取得良好效果；公司造纸业的经营环境依然严峻，虽然纸产品市场回暖，价格
上涨，但公司造纸主要是原辅材料价格涨幅远远大于纸产品价格的涨幅；公司制浆蔗渣原料不足，影响到浆的产能和效益；
生活用纸产能过剩突出，市场竞争加剧，公司主抓生活用纸原纸生产，逐步退出成品纸市场。
面对上述经营形势和环境，公司继续深挖内部潜能，严抓内部管理和控制，抓好食糖贸易和市场价格、适时调整纸业的
产品品种结构，使公司保持稳健发展；采矿及相关化工业业务通过加强营销策略，围绕“拓市场、增销量”的经营措施积极开
展工作，取得了超预期的经营效果；公司全力投入产业园区项目建设，积极推进厂区整体搬迁改造项目进程。报告期公司实
现营业收入19亿元，净利润8,023万元。
（一）制糖业经营方面：2016/2017年榨季，公司榨蔗66.54万吨，与上年同比减幅为4.62%；总产糖7.19万吨，与上年同
比增幅7.32%。
2017年，制糖业营业收入75,097.64万元，比上年增加15.82%，营业毛利率6.58%，比上年增加1.69个百分点，机制糖销
售量13.25万吨，比上年同期增加4.1%（其中：通过加大食糖贸易和原糖加工，销量同比增加1.77万吨）。公司制糖业务，
虽然榨蔗量有所减少，但原料蔗糖份提高，产糖率提高，使糖的产量增加；同时，由于增加糖的贸易业务、把握好糖销售节
奏，营业收入增加。
我国食糖市场受进口糖的冲击很明显。根据《商务部食糖贸易保障措施调查报告》、中糖协《糖业转型升级行动计划》、
广西糖网、云南糖网等有关资料统计，随着居民生活水平提高和消费结构升级，中国食糖消费快速增长，而国内甘蔗生产受
土地、气候、机械化和劳力不足等因素限制，国内食糖产需缺口较大，近三年年缺口维持在500万吨左右。同时，由于国内
食糖成本居高不下，进口糖具有较明显的价格优势。中国加入WTO后，食糖进口稳步增加，由入世初期130万吨/年到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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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增至约229万吨（最高年份曾达485万吨），进口量占国内产量约25%，对国内制糖企业带来一定的冲击。2017年，国家对
进口食糖产品实施保障措施，对关税配额外进口食糖征收保障措施关税，同时加大对走私糖的打击力度，2017年度进口食糖
229万吨，较2016年同期306万吨下降25.16%。食糖市场比上年度有所回暖，但全年食糖价格处于震荡下降通道，白糖指数
由1月份的7,036元/吨下跌至12月份的5,993元/吨。
（二）造纸业经营方面：2017年，造纸业营业收入47,111.19万元，比上年同期减少18.94%，营业毛利率2.04%，比上年
同期下降7.08个百分点；2017年生活用纸产量4.93万吨，比上年减少 35.57%，销量4.82万吨，比上年减少28.07%。
由于制浆造纸原辅材料价格大幅上涨，公司纸产品价格涨幅有限，特别是生活用纸毛利率比上年度下降10.42个百分点，
亏损额持续增大，公司决定从2017年6月起逐步有序退出连续亏损的生活用成品纸经营业务，主抓生活用纸原纸生产经营。
根据《中国产业信息网》、《中国纸业网》有关资料统计，2017年，中国生活用纸行业产能继续增加，市场竞争剧烈，生活
用纸国内前4家集中度达到38%，行业开工率不足80%，供需失衡加剧，整个行业呈现加速淘汰中小产能和产业优化升级的
局面。
（三）采矿及其化工业经营方面：受国内经济结构性调整影响，矿石产品价格结束了持续多年的下跌，在2017年出现“企
稳回升”迹象。公司围绕“降成本、增销量”的工作方针，全年硫精矿销量同比增加43.90万吨；采矿及其化工业等实现营业收
入65,128万元，同比增幅24.90%；实现利润总额15,010万元，同比增幅189.90%；实现净利润11,764万元，同比增幅165.46%。
1、全年完成主营业务收入60,296万元，同比增长28.61%；毛利率39.12%，同比增加4.18个百分点。
（1）矿石产品。全年实现营业收入52,701.72万元，同比增长32.53%；毛利率45.04%，同比减少1.33个百分点。其中：
硫精矿销售137.37万吨，同比增长46.97%，毛利率43.75%，同比减少1.63个百分点；-3mm矿销售19.40万吨，同比减少1.10%，
毛利率55.21%，同比增长3.90%。
（2）化工产品。全年实现营业收入7,594万元，同比增长6.69%；毛利率2.72%，同比增加21.95个百分点。其中：硫酸
销售量9.16万吨，同比增长8.50%，毛利率14.63%，同比增加61.65个百分点；磷肥销售量8.47万吨，同比增长39.50%，毛利
率-22.79%，同比减少2.98个百分点；铁矿粉销售量5.29万吨，同比减少48.82%，毛利率32.85%，同比增加37.33个百分点。
2、全年完成其他业务收入4,832.10万元，同比下降8.15%。
其中：供电业务2,848.27万元、供水业务986.14万元、其它997.69万元。
（四）项目建设和技改工程项目投入方面：
本期项目建设和技改工程项目投入4,173.22万元（不含购买土地5,531.4万元），累计投入6,976.45万元（不含购买土
地1.61亿元）。其中：
1、粤桂热电循环糖厂技改项目本期投入2224.74万元，累计投入2921.34万元；
2、粤桂热电循环基础建设工程项目本期投入426.78万元， 累计投入901.56万元；
3、20万吨/年湿法磷酸项目本期投入206.37万元，累计投入267.75万元；
4、云安绿色日化产业集聚区供热蒸汽管道改造项目本期投入148.28万元，累计投入148.28万元；
5、文化用纸厂PM8特种纸技改项目本期投入92.31万元，累计投入122.96万元；
6、云安绿色日化产业集聚区主供水管工程本期投入85.30万元，累计投入85.30万元；
7、粤桂热电循环制浆项目本期投入79.11万元，累计投入189.38万元；
8、装矿车间增建防雨棚工程本期投入68.60万元，累计投入68.60万元；
9、化工厂初期雨水回收工程本期投入60.45万元，累计投入60.45万元；
10、制糖厂膜法澄清技改项目本期投入52.67万元，累计投入60.07万元。
（五）股权收购方面：2017年2月28日，本公司和广西金瓯糖业有限公司与龙志强、骆永武四方签订了《关于桂林永福
顺兴制糖有限公司股权收购暨增资合同书》，通过债转股对桂林永福顺兴制糖有限公司实施并购重组，2017年4月27日完成
了股权和法定代表人的工商变更登记，本公司持股比例为69.5%，成为桂林永福顺兴制糖有限公司的绝对控股股东，以2017
年4月30日作为合并日将桂林永福顺兴制糖有限公司纳入合并报表范围；按合同书约定，2017年6月27日由广西贵糖（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广西金瓯糖业有限公司与龙志强、骆永武四方以剩余债权对桂林永福顺兴制糖有限公司进行增资，增加注册
资本并办理了注册资本工商变更登记，注册资本由1,200万元增加到5,100万元，其中本公司持股权比例69.5%保持不变。目
前已开展正常的生产经营，2017/2018年榨季已于2017年12月17日顺利开榨，到12月31日止，已榨蔗1.68万吨，生产白砂糖0.16
万吨，开局顺利，但生产规模和经营效益受到甘蔗原料严重不足的制约。
（六）生产安全稳定：报告期内，公司深入贯彻“党政同责、一岗双责、齐抓共管”的安全生产责任，牢固树立以人为本
和红线意识，坚持正确导向，加强安全法治，普及安全知识，提升全员安全生产意识，促进公司安全生产和消防安全形势持
续稳定。全年公司无重大安全事故发生，无火灾、中毒、爆炸等责任事故的发生，生产总体保持安全稳定。

2、报告期内主营业务是否存在重大变化
√ 是 □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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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占公司主营业务收入或主营业务利润 10%以上的产品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产品名称

营业收入

营业利润

毛利率

营业收入比上年 营业利润比上年 毛利率比上年同
同期增减
同期增减
期增减

自产糖

395,888,530.70

51,924,839.98

13.12%

-7.74%

80.12%

6.40%

贸易糖

355,087,854.97

-2,530,389.58

-0.71%

61.92%

-187.59%

-2.03%

生活纸

79,419,585.54

13,780,970.72

17.35%

-57.16%

-65.10%

-3.95%

原纸

215,564,895.38

-14,408,236.00

-6.68%

-9.42%

-485.55%

-8.25%

硫精矿

479,167,537.47

209,644,849.40

43.75%

36.04%

31.15%

-1.63%

4、是否存在需要特别关注的经营季节性或周期性特征
□ 是 √ 否

5、报告期内营业收入、营业成本、归属于上市公司普通股股东的净利润总额或者构成较前一报告期发生
重大变化的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1、销售费用比上年同期减少38.88%，主要是本期生活用纸成品纸销量减少，运输费及商场费用减少。
2、财务费用比上年同期减少318.65%，主要是利息收入增加。
3、资产减值损失比上年同期减少40.96%，主要是本期产成品及原材料的资产减值准备减少。
4、公允价值变动收益比上年同期增加200%，主要是基数小。
5、资产处置收益比上年同期增加2745.94%，主要是本期非流动资产处置利得（35kv化工支线拆迁补偿款）同比增加 。
6、其他收益比上年同期增加100%，主要是根据新准则规定本期增值税返还及政府补助在其他收益核算。
7、营业外收入比上年同期减少77.82%，主要是增值税返还及政府补助在其他收益核算。
8、营业外支出比上年同期增加31.53万元，主要是非流动资产报废毁损处置损失及与企业日常活动无关的政府补助支出增加。

6、面临暂停上市和终止上市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7、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1）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1、2017年4月28日，财政部发布了《企业会计准则第42号——持有待售的非流动资产、处置组和终止经营》（以下简称
《企业会计准则第42号》），自2017年5月28日起施行，对于施行日存在的持有待售的非流动资产、处置组和终止经营，要
求采用未来适用法处理。
2、财政部于2017年度修订了《企业会计准则第16号——政府补助》，修订后的准则自2017年6月12日起施行，对于2017
年1月1日存在的政府补助，要求采用未来适用法处理；对于2017年1月1日至施行日新增的政府补助，也要求按照修订后的准
则进行调整。
3、财政部于 2017 年度发布了《财政部关于修订印发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通知》，（财会【2017】30 号）将原归
集于营业外收入，营业外支出的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调整至资产处置收益单独列报，2017 年度的比较财务报表按新口径追
溯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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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计政策变更的内容和原因
根据财政部 2017 年 5 月 10 日颁布的《关于印发修订<企业会计准
则第 16 号—政府补助>的通知》
（财会[2017]15 号） ，公司需对
原会计政策进行相应变更。将修改财务报表列报，与日常活动有
关的政府补助，从利润表“营业外收入”项目调整为利润表“其
他收益”项目列报。本次会计政策变更仅对财务报表项目列示产
生影响，对公司当年净资产和净利润不产生影响，不进行追溯调
整

受重要影响的报表项目和金额

其他收益：18,040,951.96
营业外收入：-18,040,951.96

本期资产处置收益：4,275,000.00
根据《财政部关于修订印发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通知》
（财会
【2017】30 号）将原归集于营业外收入，营业外支出的非流动资
产处置损益调整至资产处置收益单独列报。2017 年度的比较财务
报表按新口径追溯调整。

本期营业外收入：-4,275,000.00
上期资产处置收益：150,213.77
上期营业外支出：16,478.00
上期营业外收入：-133,735.77

（2）报告期内发生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

（3）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2017年2月28日，本公司和广西金瓯糖业有限公司与龙志强、骆永武四方签订了《关于桂林永福顺兴制糖有限公司股权
收购暨增资合同书》，通过债转股对桂林永福顺兴制糖有限公司实施并购重组，2017年4月27日完成了股权和法定代表人的
工商变更登记，本公司股权占69.5%，成为桂林永福顺兴制糖有限公司的绝对控股股东，于2017年4月30日作为合并日将桂
林永福顺兴制糖有限公司纳入合并报表范围；按合同书约定，2017年6月27日由广西贵糖（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广西金瓯
糖业有限公司与龙志强、骆永武四方以剩余债权对桂林永福顺兴制糖有限公司进行增资，增加注册资本并办理了注册资本工
商变更登记，注册资本由1,200万元增加到5,100万元，其中本公司股权占69.5%保持不变。

广西贵糖（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朱冰
2018年3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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