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珠海中富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第一季度报告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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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总资产（元） 6,093,656,224.20 5,954,560,766.56 2.3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元） 2,357,204,591.14 2,328,145,740.70 1.25% 

股本（股） 756,295,600.00 756,295,600.00 0.0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元/股） 3.12 3.38 -7.69%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增减变动（％） 

营业总收入（元） 817,439,884.53 719,621,418.54 13.5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30,886,795.07 25,876,097.32 19.36%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149,647,369.93 -258,119,880.10 157.98% 

每股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股） 0.20 -0.38 152.07%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4 0.04 0.00%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4 0.04 0.0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32% 1.46% -0.14%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30% 1.44% -0.14% 

注：2010 年公司非公开发行 6800 万股新股，新增股份于 2010 年 12 月 24 日上市，至此，公司股本由 688,295,600 股增加至

756,295,600 股，上年度末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根据加权平均后的股本计算。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 金额 附注（如适用）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 -251,521.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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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08,969.95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491,918.57  

所得税影响额 -211,722.83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 -347,594.92  

合计 490,049.0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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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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7,9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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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SIA BOTTLES (HK) COMPANY LIMITED 199,605,724 人民币普通股 

中国银行－华夏大盘精选证券投资基金 15,547,664 人民币普通股 

中国建设银行－华夏红利混合型开放式证券

投资基金 
12,080,596 人民币普通股 

中国银行－华夏策略精选灵活配置混合型证

券投资基金 
9,965,247 人民币普通股 

交通银行－华夏蓝筹核心混合型证券投资基

金(LOF) 
9,706,133 人民币普通股 

中国建设银行－华夏盛世精选股票型证券投

资基金 
7,341,538 人民币普通股 

中国银行－华夏行业精选股票型证券投资基

金(LOF) 
6,197,300 人民币普通股 

东方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

券账户 
4,455,371 人民币普通股 

DEUTSCHE BANK AKTIENGESELLSCHAFT 4,340,000 人民币普通股 

中信信托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建行 820 3,77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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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合并利润表： 

1、_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同比上升 19%，主要由于销售量增长，营业收入同比增加 13.59%，加上费用的严格控制，总

体期间费用大致持平，营业利润同比增加 20%。 

2、_营业税金及附加同比增加 242%，主要由于业务的增长和外资企业相关税法的变更。 

 

合并资产负债表： 

1、_应收账款增加 30%，主要由于业务量的增加。 

2、_应收票据和其他应收款分别减少 42%和 52%，主要由于票据贴现的增加以及加强资金回收的力度，盘活流动资金。 

3、_在建工程增加 87%，主要由于资本性支出的投入。 

4、_预收账款增加 123%，主要由于以预收货款方式销售增加所致。 

5、_其他应付款减少 33%，主要由于本期结算若干应付款项所致。 

6、_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增加 74%，主要由于按借款合同中的还款时间表，将于一年内偿还的借款同比增加。 

7、_长期借款减少 36%，主要由于按合同中的还款所致。 

 

合并现金流量表： 

1、_本期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入为 1.5 亿元（2010 年一季度：2.6 亿元流出），主要由于业务量的增加，以及 2010 年一季度

有较大的预付款项的流出。 

2、_本期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出为 1.3 亿元（2010 年一季度：2.5 亿元流入），主要由于本期取得借款收到的现金同比减少

3.1 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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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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4 其他 

√ 适用 □ 不适用 

1.报告期内，公司不存在向控股股东或其他关联方提供资金，违反规定程序对外提供担保的情况。 

2.2011 年第三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发行中期票据的议案》。公司拟发行 11.8 亿元的中期票据，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 2010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批准，再经中国银行间市场交易商协会注册后方可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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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收购报告书或权

益变动报告书中

所作承诺 

Asia 

Bottles(HK)Comp

an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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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3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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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1 年 1 月 7 日，Asia 

Bottles(HK)Company 

Limited 所持有的

199,605,724 股已办理

解除限售手续，股份性

质变为无限售条件流通

股，至此，该承诺履行

完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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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p
any Limited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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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pan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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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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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artners As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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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sia Bottles (HK) 

Company Limited 

Asia Bottles (HK) Company Limited 于 2010 年 12 月 6 日作出关于

遵守《上市公司解除限售存量股份转让指导意见》的《承诺函》，

承诺：（1）遵守《上市公司解除限售存量股份转让指导意见》的

相关规定，自所持限售股份解除限售后，如果预计未来一个月内

遵守承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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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开出售解除限售存量股份的数量超过珠海中富股份总数 1%

的，将通过证券交易所大宗交易系统转让所持股份；（2）在限售

股份解除限售后六个月以内，无通过证券交易所竞价交易系统出

售珠海中富 5％及以上解除限售流通股计划。如果计划未来通过

证券交易所竞价交易系统出售所持公司解除限售流通股，并于第

一笔减持起六个月内减持数量达到 5％及以上的，将于第一次减

持前两个交易日内通过珠海中富对外披露出售提示性公告，披露

内容包括：拟出售的数量、拟出售的时间、拟出售的价格区间、

减持原因以及证券交易所要求的其他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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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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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1 年 1 月-3 月 董秘办 电话沟通 全国投资者 公司生产经营和未来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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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1年 4月 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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