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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0659                           证券简称：珠海中富                           公告编号：2010-036 

珠海中富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0 年第三季度报告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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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下列董事外，其他董事亲自出席了审议本次季报的董事会会议 

未亲自出席董事姓

名 
未亲自出席董事职

务 未亲自出席会议原因 被委托人姓名 

张克 独立董事 因其他公务 范仁鹤 

1.3 公司第三季度财务报告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 
1.4 公司董事长 Gary John Guernier 先生、总经理王玉玲先生及财务总监罗俊武先生声明：保证第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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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9.12.31 增减幅度（%） 
 2010.9.30 

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前 调整后 

总资产（元） 5,687,388,087.67 5,189,249,286.79 5,330,992,707.13 9.60% 6.6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

益（元） 
1,864,500,649.33 1,937,156,065.97 2,022,167,665.16 -3.75% -7.80%

股本（股） 688,295,600.00 688,295,600.00 688,295,600.00 0.00% 0.0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

产（元/股） 
2.71 2.81 2.94 -3.56% -7.82%

比上年同期增减（%） 比上年同期增减（%）
 2010 年 7-9 月

调整前 调整后 
2010 年 1-9 月 

调整前 调整后 

营业总收入（元） 1,046,652,634.64 20.25% 11.22% 2,648,521,230.80 17.80% 9.4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元） 
83,802,424.45 28.74% 12.50% 163,421,699.08 6.13% -5.30%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元） 
- - - 342,837,408.03 -39.80% -41.52%

每股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

额（元/股） 
- - - 0.50 -40.96% -41.31%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2 33.33% 9.09% 0.24 7.14% -4.00%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2 33.33% 9.09% 0.24 7.14% -4.0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4.61% 1.31% 0.89% 8.41% 0.61% -0.36%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加权平均

净资产收益率（%） 
4.62% 1.12% 0.69% 8.25% 0.39% -0.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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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1、公司 2009 年收购了珠海中富胶罐有限公司 100%股权、珠海中粤纸杯容器有限公司 100%股权

和昆山中富胶罐有限公司 25%股权，以及沈阳中富胶盖有限公司、成都中富胶盖有限公司关于胶罐生产业

务的经营性资产；全资子公司中富（香港）实业股份有限公司收购北京胶罐有限公司 25%股权。 

报告期内，本公司已将完成转让过户手续的单位纳入公司合并报表范围，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20 号

--企业合并》的规定，新收购的胶罐和纸杯业务属于同一控制下的企业合并。为此，根据《企业会计准则

第 33 号--合并财务报表》第十七条的规定，对合并资产负债表的期初数进行了调整；根据《企业会计准

则第 30 号--财务报表列报》等相关规定，对合并利润表和合并现金流量表上年同期数进行了调整。 

2、2010 年 8 月财政部发布了《财政部关于印发企业会计准则解释第 4 号的通知》（财会[2010]15 号），

根据其中第六项和第十一项的要求，公司将有关会计政策进行变更。变更后，在合并财务报表中，子公司

少数股东分担的当期亏损超过了少数股东在该子公司期初所有者权益中所享有的份额的，其余额仍应当冲

减少数股东权益。该会计政策变更自 2010 年 1 月 1 日起执行，适用追溯调整法核算。影响期初未分配利

润 22,027,583.01 元，少数股东权益-22,027,583.01 元；影响本期（7-9 月）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

润 732,637.73 元，少数股东损益-732,637.73 元。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 年初至报告期末金额 附注 
处置长期股权投资、固定资产、在建工程、无形资产、其他长期资

产产生的损益 
196,958.92 

政府补助 2,363,071.23 

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产生的子公司期初至合并日的当期净损益 2,394,035.15 

其他各项营业外收入 316,057.68 
其他各项营业外支出 -1,167,819.87 
小计 4,102,303.11 
所得税影响额 -720,753.38 

合计 3,381,549.73 
其中：影响母公司股东净利润的非经常性损益 3,114,529.33 
影响少数股东净利润的非经常性损益 267,020.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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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6,4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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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华夏成长证券投资基金 3,403,629 人民币普通股 

王戎 2,326,555 人民币普通股 

朱锡源 2,109,500 人民币普通股 

珠海中富工业集团有限公司 2,035,582 人民币普通股 

银河证券-招行-银河金星 1 号集合资产管理计

划 
1,965,703 人民币普通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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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江海龙投资有限公司 1,566,600 人民币普通股 

蔡传真 1,430,000 人民币普通股 

中国工商银行－广发中证 500 指数证券投资基

金(LOF) 
1,396,900 人民币普通股 

许晓明 1,306,600 人民币普通股 

徐跃烈 1,233,3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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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0 前三季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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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下： 

资产负债表： 
- 应收票据增加 33%和应收账款增加 80%主要由于业务量和季节性增长。 
- 其他应收款减少 35%主要由于当期收回部分应收款项； 
- 在建工程增加 232%主要由于增加设备等资产的投入； 
- 递延所得税资产增加 92%主要由于可抵扣的暂时性差异增加所致； 
- 短期借款增加 81%主要由于业务量和季节性的资金需求增长； 
- 预收款项增加 106%主要由于业务量和季节性增长； 
- 应交税费增加 50%主要由于业务量和季节性增长； 
- 应付股利增加 238%主要由于应付未付少数股东股利； 
-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增加 49%主要由于按合同部分长期借款将于 2011 年到期； 
- 资本公积减少 44%主要由于支付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的收购款； 
- 外币报表折算负差额减少 86%主要由于相关外币升值； 
利润表： 
- 营业外收入减少 33%主要由于政府补助比去年较少； 
- 营业外支出减少 66%主要由于处置非流动资产损失比去年较少； 
现金流量表： 
-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入减少 42%主要由于原材料价格上涨，导致所需运营资金增加； 
-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入增加 431%主要由于增加设备产能投入； 
-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入增加 525%主要由于资金需求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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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报告期内控股股东及其子公司非经营性资金占用的发生额 178.96 万元，余额 0.00 万元。以上非经营性资金往来为厂房租

赁及该经济行为所引起代收代付水电费，采暖费等，对公司的流动资金使用不存在影响。 
2、报告期内公司不存在违反规定程序对外提供担保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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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3 日常经营重大合同的签署和履行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3.2.4 其他 

√ 适用 □ 不适用 

1、公司 2010 年拟非公开发行 3,000－7,900 万股（包含上下限），募集资金全部用于扩展公司主营业务。报告期内公司非公

开增发的申请已经获得中国证监会股票发行审核委员会有条件审核通过，截至本报告披露日公司尚未获得证监会的核准批文。

2、公司天津分公司及广汉分公司从事印刷业务存在法律瑕疵。报告期内，公司子公司天津中粤纸杯容器有限公司更名为天津

中粤包装有限公司，并增加了有关标签经营范围的内容及取得《印刷经营许可证》。公司天津分公司及广汉分公司的印刷业务

已经分别转移至天津中粤包装有限公司及其广汉分公司。 

3.3 公司、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承诺事项履行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承诺事项 承诺人 承诺内容 履行情况 

股改承诺 - - - 

收购报告书或权益变动

报告书中所作承诺 
Asia Bottles(HK)Company 
Limited 

Asia Bottles-HK)Company Limited 持有本公司股份（A 
股）199,605,724 股，占本公司股份总数的 29%。根据

《外国投资者对上市公司战略投资管理办法》的规定，

Asia Bottles (HK)Company Limited 承诺自 2007 年 10 
月 18 日始三年内不予转让所持股份。 

遵守承诺 

重大资产重组时所作承

诺 
- - - 

发行时所作承诺 

1、控股股东 Asia Bottles 
(HK) Company Limited   
 
2、实际控制人 CVC Capital
Partners Asia II Limited 

1、公司控股股东 Asia Bottles(HK)Company Limited 于
2010 年 6月 17 日为公司 2010 年非公开发行股票出具

《声明及承诺函》承诺：在作为公司控股股东期间，

Asia Bottles(HK)CompanyLimited 将遵守中国法律、法

规，以及中国有关证券交易所的要求和规定，避免与公

司的主营业务形成实质性的同业竞争。   
 
2、公司实际控制人 CVC Capital Partners Asia II Limited 
于 2010 年 6 月 17 日为公司 2010 年非公开发行股票

出具《声明及承诺函》承诺：在作为公司实际控制人期

间，CVC Capital PartnersAsia II Limited 将遵守中国法

律、法规，以及中国有关证券交易所的要求和规定，避

免与公司的主营业务形成实质性的同业竞争。 

遵守承诺 

其他承诺（含追加承诺） - - - 

3.4 预测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期末的累计净利润可能为亏损或者与上年同期相比发生大幅度变动的警示及

原因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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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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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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谈论的主要内容及提供的资料 

2010 年 7 月-9 月 公司董秘办 电话沟通 全国各地投资者 公司生产经营、增发的进度等 

3.6 衍生品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3.6.1 报告期末衍生品投资的持仓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珠海中富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0 年 10 月 22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