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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简称：珠海中富           证券代码：000659          公告编号：2012-048 

2012 年第三季度报告正文 

一、重要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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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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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子弘 董事 国外公干 麦乐坤 

公司负责人董事长 James Chen(陈志俊)先生、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总经理王玉玲先生及会计机构负责

人(会计主管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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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公司基本情况 

（一）主要会计数据及财务指标 

以前报告期财务报表是否发生了追溯调整 

□ 是 √ 否 □ 不适用  

 2012.9.30 2011.12.31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期末增减

(%) 

总资产（元） 6,426,994,329.23 5,963,868,331.91 7.7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

者权益（元） 
2,315,072,304.16 2,317,489,802.95 -0.1% 

股本（股） 1,285,702,520.00 1,285,702,520.00 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

净资产（元/股） 
1.8 1.8 0% 

 2012 年 7-9 月 比上年同期增减（%） 2012 年 1-9 月 比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总收入（元） 1,007,441,094.28 -5.98% 2,610,870,975.73 -11.5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元） 
11,048,581.12 -74.64% 12,540,256.67 -88.84%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

额（元） 
-- -- 333,170,625.07 14.24% 

每股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量净额（元/股） 
-- -- 0.26 13.04%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1 -66.67% 0.01 -88.89%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1 -66.67% 0.01 -88.89%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0.48% -1.38% 0.54% -4.17%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加权

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0.43% -1.32% 0.44% -4.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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扣除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 适用 □ 不适用  

项目 
年初至报告期期末金

额（元） 
说明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 -747,176.47  

越权审批或无正式批准文件的税收返还、减免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与企业业务密切相关，按照

国家统一标准定额或定量享受的政府补助除外） 
5,520,451.08  

计入当期损益的对非金融企业收取的资金占用费   

企业取得子公司、联营企业及合营企业的投资成本小于

取得投资时应享有被投资单位可辨认净资产公允价值产

生的收益 

  

非货币性资产交换损益   

委托他人投资或管理资产的损益   

因不可抗力因素，如遭受自然灾害而计提的各项资产减

值准备 
  

债务重组损益   

企业重组费用，如安置职工的支出、整合费用等   

交易价格显失公允的交易产生的超过公允价值部分的损

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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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公司正常经营业务无关的或有事项产生的损益   

除同公司正常经营业务相关的有效套期保值业务外，持

有交易性金融资产、交易性金融负债产生的公允价值变

动损益，以及处置交易性金融资产、交易性金融负债和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取得的投资收益 

  

单独进行减值测试的应收款项减值准备转回   

对外委托贷款取得的损益   

采用公允价值模式进行后续计量的投资性房地产公允价

值变动产生的损益 
  

根据税收、会计等法律、法规的要求对当期损益进行一

次性调整对当期损益的影响 
  

受托经营取得的托管费收入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其他符合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的损益项目 -846,253.96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 -721,797.92  

所得税影响额 -924,822.84  

   

合计 2,280,399.88 -- 

（二）报告期末股东总数及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报告期末股东总数（户） 98,825 

前十名无限售条件流通股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期末持有无限售条件股份的

数量 

股份种类及数量 

种类 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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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SIA BOTTLES(HK) 

COMPANY LIMITED 
339,329,731 人民币普通股 339,329,731 

中国建设银行－华夏优势增长

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31,267,702 人民币普通股 31,267,702 

邱梅芳 17,055,000 人民币普通股 17,055,000 

上海淳阳顺投资发展中心(有

限合伙) 
13,6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13,600,000 

天平汽车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自有资金 
11,9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11,900,000 

中国建设银行－华夏盛世精选

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9,999,988 人民币普通股 9,999,988 

长城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客户信

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 
7,208,391 人民币普通股 7,208,391 

朱锡源 5,673,988 人民币普通股 5,673,988 

江西国际信托股份有限公司资

金信托（金狮 89 号） 
4,8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4,800,000 

江西国际信托股份有限公司资

金信托（金狮 90 号） 
4,507,619 人民币普通股 4,507,619 

股东情况的说明 

华夏优势增长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及华夏盛世精选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同属于华夏基金管

理有限公司。江西国际信托股份有限公司资金信托（金狮 89 号）及江西国际信托股份有限

公司资金信托（金狮 90 号）同属于江西国际信托股份有限公司。未知其他前十名股东之间

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属于《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规定的一致行动人的情况。 

三、重要事项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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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2年前三季度公司主要合并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大幅度变动的情况及原因如下： 

资产负债表：  

 -    货币资金增加64%，主要由于6月份银团贷款提款。  

 -    应收票据减少41%， 主要本期收到银行承兑汇票减少所致。  

 -    应收账款增加49%，主要由于季节性销售金额上升所致。  

 -    其他应收款减少79%，主要由于本期收回部分其他应收款所致。  

 -    长期待摊费用增加33%，主要由于本期资本性投入所致。  

 -    应付票据减少100%，主要由于票据融资减少所致。  

 -    预收款项增加274%，主要由于预收货款增加所致。  

 -    应交税金增加75%，主要计提的税金尚未支付所致。  

 -    应付利息增加785%，主要由于应付债券利息增加所致。  

 -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减少100%，主要由于本期偿还贷款。  

 -    长期借款增加100%，主要由于银团贷款提款。  

 -    应付债券增加100%，主要由于本期发行中期票据和公司债所致。 

利润表：  

 -    营业收入、营业成本、营业利润以及利润总额分别下降12%、7%、72%以及71%，主要由于饮料包装市场持续疲软，

销售收入和成本下降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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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所得税减少50%，主要由于利润总额下降所致。  

 -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以及少数股东损益分别下降89%以及57%，主要由于利润总额下降。  

现金流量表  

 -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由减少1.9亿元转为增加3.9亿元，主要由于贷款增加。 

（二）重大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1、非标意见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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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常经营重大合同的签署和履行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4、其他 

√ 适用 □ 不适用  

1、公司实施2011年度利润分配方案，以截止2011年12月31日公司总股本1,285,702,520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0.10

元（含税）现金股利。股权登记日为2011年7月12日，除权除息日为2011年7月13日。  

2、公司董事会 2012 年第八次董事会审议通过收购 48 家控股子（孙）公司少数股东权益暨关联交易的议案，拟收购关联方

Beverage Packaging Investment Limited 持有的上市公司 46 家控股子公司及 2 家间接控股的孙公司的少数股东权益，交易价

格 88,510.07 万元。本议案为关联交易，已获独立董事事前认可，董事会表决时关联董事 James Chen(陈志俊)、何志杰、韩

敬崇、林子弘、麦乐坤、王玉玲回避表决，独立董事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本议案尚须获得股东大会的批准，与该交易有

利害关系的关联股东将放弃在股东大会上的对此议案的投票权。 

3、公司董事会 2012 年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将部分募投项目资产调配给控股子公司的议案，公司及控股子公司重庆乐富

包装有限公司和北京中富热灌装容器有限公司将以募投资金购置的瓶胚、吹瓶和灌装设备及模具，合计 79 台（套）调配给

其他控股子公司以实施募投项目。该批设备资产原值为 15,900.48 万元，占募集资金净额的 33.92%。本议案尚须获得股东大

会的批准。 

（三）公司或持股 5%以上股东在报告期内或持续到报告期内的承诺事项 

√ 适用 □ 不适用  

承诺事项 承诺人 承诺内容 承诺时间 承诺期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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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资产置换时所作承诺      

发行时所作承诺 
1、公司控股股东
Asia Bottles (HK) 

1、公司控股股东 Asia 

Bottles(HK)Company 

2010 年 06 月 17

日 

在作为公司控

股股东期间及
遵守承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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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pany 

Limited 。  

2、公司实际控制

人 CVC Capital 

Partners Asia II 
Limi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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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为公司实际

控制人期间。
  

其他对公司中小股东所作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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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0 年 12 月 06

日 

售完股票前。
  

遵守承诺。
  

承诺是否及时履行 √ 是 □ 否 □ 不适用  

未完成履行的具体原因及下

一步计划 
不适用。 

是否就导致的同业竞争和关 √ 是 □ 否 □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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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交易问题作出承诺 

承诺的解决期限 不适用。 

解决方式 不适用。 

承诺的履行情况 遵守承诺。 

（四）对 2012 年度经营业绩的预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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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业绩预告情况:亏损 

业绩预告填写数据类型 

□ 确数 √ 区间数  

 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期末 上年同期 增减变动（%） 

累计净利润的预计数（万元） -2,000 -- -5,000 4,540.53 □ -- □ 增长 √ 下降  -144.05% -- -210.12%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16 -- -0.039 0.04 □ -- □ 增长 √ 下降  -140.00% -- -197.50% 

业绩预告的说明 

预测 2012 年度公司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出现亏损，与去年同期相比将下降约

144.05%至 210.12%，主要由于 2012 年饮料市场需求的持续疲软，饮料包装行业进入暂时性

的发展低谷。 

（五）其他需说明的重大事项 

1、证券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2、衍生品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3、报告期末衍生品投资的持仓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4、报告期内接待调研、沟通、采访等活动登记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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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9 月 
交易所互动平台/公

司董秘办 
网络/电话沟通 个人 全国投资者 

公司生产经营和未

来发展、收购子公司

少数股东权益情况 

5、发行公司债券情况 

是否发行公司债券 

√ 是 □ 否  

 

2012年5月18日，公司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珠海中富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的批复》，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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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获准向社会公开发行面值不超过11.8亿元的公司债券。2012年5月28日公司发行2012年度第一期公司债券，募集资金5.9亿

元，发行利率为5.28%，该期公司债已于2012年6月21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本报告期内所募集资金已按照承诺用

途全部用于偿还银行贷款。 

 

 

珠海中富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董事长：James Chen(陈志俊) 

2012 年 10 月 3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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