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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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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

个别及连带责任。 

1.2  没有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对季度报告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无

法保证或存在异议。 

1.3  所有董事均出席董事会。 

1.4  本报告期财务报告未经审计。 

1.5  本公司董事长罗伟先生、总经理关海云先生、财务负责人郑重华先生声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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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基本信息 

股票简称 春晖股份 变更前简称（如有） 

股票代码 000976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陈伟奇 关卓文 

联系地址 中国广东省开平市长沙港口路10号 中国广东省开平市长沙港口路10号 

电话 0750-2276949 0750-2228111转287 

传真 0750-2276959 0750-2276959 

电子信箱 my0976@my0976.com gzw@my0976.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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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财务资料 

2.2.1  主要会计数据及财务指标 

单位：（人民币）元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期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期末增

减（％） 

总资产 2,085,945,275.40 1,977,505,758.37 5.48%

股东权益（不含少数

股东权益） 
990,347,909.63 985,136,027.47 0.53%

每股净资产 2.35 2.34 0.43%

调整后的每股净资产 2.35 2.34 0.43%

 报告期 年初至报告期期末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净额 
24,506,776.05 24,506,776.05 -73.04%

每股收益 0.0124 0.0124 131.23%

每股收益（注） 0.0124 - - 

净资产收益率 0.53% 0.53% 2.12%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

的净资产收益率 
0.52% 0.52% 2.11%

注:如果报告期末至报告披露日公司股本已发生变化，按新股本计算的每股收益。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 金额 

营业外收入-违约金 64,820.73

合计 64,820.73

2.2.2  财务报表 

2.2.2.1  资产负债表 

编制单位：广东开平春晖股份有限公司              2006年3月31日              单位：人民币元 

期末数 期初数 
项目 

合并 母公司 合并 母公司 

流动资产： 

  货币资金 249,841,469.19 247,368,202.93

  短期投资 

  应收票据 300,000.00 8,761,521.81

  应收股利 

  应收利息 

  应收账款 30,742,186.82 42,121,773.07

  其他应收款 44,692,195.33 39,737,696.24

  预付账款 14,964,775.37 14,750,925.57

  应收补贴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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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存货 525,474,308.81 385,203,028.12

  待摊费用 

  一年内到期的长期

债权投资 

  其他流动资产 

  流动资产合计 866,014,935.52 737,943,147.74

长期投资： 

  长期股权投资 5,001,000.00 5,001,000.00

  长期债权投资 

  长期投资合计 5,001,000.00 5,001,000.00

  合并价差 

固定资产： 

  固定资产原价 2,389,861,727.60 2,389,696,005.55

    减：累计折旧 1,096,010,868.56 1,076,586,774.71

  固定资产净值 1,293,850,859.04 1,313,109,230.84

    减：固定资产减

值准备 
145,558,679.17 145,558,679.17

  固定资产净额 1,148,292,179.87 1,167,550,551.67

  工程物资 

  在建工程 

  固定资产清理 

  固定资产合计 1,148,292,179.87 1,167,550,551.67

无形资产及其他资

产： 

  无形资产 66,637,160.01 67,011,058.96

  长期待摊费用 

  其他长期资产 

  无形资产及其他资

产合计 
66,637,160.01 67,011,058.96

递延税项： 

  递延税款借项 

资产总计 2,085,945,275.40 1,977,505,758.37

流动负债： 

  短期借款 501,235,690.00 514,036,400.00

  应付票据 218,790,000.00 172,850,000.00

  应付账款 326,113,647.80 254,146,628.45

  预收账款 23,740,721.55 16,564,878.94

  应付工资 

  应付福利费 5,540,447.13 6,055,718.20

  应付股利 1,513,063.42 1,513,063.42

  应交税金 -47,105,020.39 -34,424,936.32

  其他应交款 

  其他应付款 4,086,700.80 3,600,731.31

  预提费用 22,182,115.46 18,527,246.90

  预计负债 4,500,000.00 4,500,000.00

  一年内到期的长期

负债 
35,000,000.00 35,000,000.00

  其他流动负债 

  流动负债合计 1,095,597,365.77 992,369,730.90

长期负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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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长期借款 

  应付债券 

  长期应付款 

  专项应付款 

  其他长期负债 

  长期负债合计 

递延税项： 

  递延税款贷项 

负债合计 1,095,597,365.77 992,369,730.90

少数股东权益 

所有者权益（或股东

权益）： 

  实收资本（或股本） 421,146,000.00 421,146,000.00

    减：已归还投资 

  实收资本（或股本）

净额 
421,146,000.00 421,146,000.00

  资本公积 528,972,764.64 528,972,764.64

  盈余公积 79,032,702.02 79,032,702.02

    其中：法定公益

金 
26,344,234.00 26,344,234.00

  未分配利润 -38,803,557.03 -44,015,439.19

    其中：现金股利 

  未确认的投资损失 

  外币报表折算差额 

  所有者权益（或股

东权益）合计 
990,347,909.63 985,136,027.47

负债和所有者权益

（或股东权益）合计 
2,085,945,275.40 1,977,505,758.37

法定代表人：罗伟   主管会计机构负责人：余炎祯   会计机构负责人：郑重华 

2.2.2.2  利润及利润分配表 

编制单位：广东开平春晖股份有限公司               2006年1—3月               单位：人民币元 
本期 上年同期 

项目 
合并 母公司 合并 母公司 

一、主营业务收入 379,380,110.40 776,841,963.00

  减：主营业务成本 365,608,188.66 785,429,485.21

      主营业务税金

及附加 

二、主营业务利润（亏

损以“-”号填列） 
13,771,921.74 -8,587,522.21

  加：其他业务利润

（亏损以“-”号填列）
2,380,889.31 3,057,042.71

  减：营业费用 685,114.89 1,871,959.00

      管理费用 1,137,703.12 1,128,335.19

      财务费用 9,182,931.61 8,186,502.73

三、营业利润（亏损

以“-”号填列） 
5,147,061.43 -16,717,276.42

  加：投资收益（亏

损以“-”号填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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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补贴收入 

      营业外收入 64,820.73 4,120.00

  减：营业外支出 

四、利润总额（亏损

以“-”号填列） 
5,211,882.16 -16,713,156.42

  减：所得税 

      少数股东损益 

  加：未确认的投资

损失本期发生额 

五、净利润（亏损以

“-”号填列） 
5,211,882.16 -16,713,156.42

  加：年初未分配利

润 
-44,015,439.19 41,587,695.24

      其他转入 

六、可供分配的利润 -38,803,557.03 24,874,538.82

  减：提取法定盈余

公积 

      提取法定公益

金 

      提取职工奖励

及福利基金 

      提取储备基金 

      提取企业发展

基金 

      利润归还投资 

七、可供投资者分配

的利润 
-38,803,557.03 24,874,538.82

  减：应付优先股股

利 

      提取任意盈余

公积 

      应付普通股股

利 

      转作资本（或

股本）的普通股股利 

八、未分配利润 -38,803,557.03 24,874,538.82

利润表（补充资料） 

  1．出售、处置部门

或被投资单位所得收

益 

  2．自然灾害发生的

损失 

  3．会计政策变更增

加（或减少）利润总

额 

  4．会计估计变更增

加（或减少）利润总

额 

  5．债务重组损失 

  6．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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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定代表人：罗伟   主管会计机构负责人：余炎祯   会计机构负责人：郑重华 

2.2.2.3  现金流量表 

编制单位：广东开平春晖股份有限公司               2006年1—3月               单位：人民币元 
本期 

项目 
合并 母公司 

一、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销售产品、提供劳务收到的现金 473,904,453.19

  收到的税费返还 

  收到的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4,496,251.43

        现金流入小计 478,400,704.62

  购买商品、接受劳务支付的现金 429,954,664.49

  支付给职工以及为职工支付的现金 11,061,090.38

  支付的各项税费 1,067,909.65

  支付的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11,810,264.05

        现金流出小计 453,893,928.57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4,506,776.05

二、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收回投资所收到的现金 

  取得投资收益所收到的现金 

  处置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

产所收回的现金净额 

  收到的其他与投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现金流入小计 

  购建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

产所支付的现金 
165,722.05

  投资所支付的现金 

  支付的其他与投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现金流出小计 165,722.05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65,722.05

三、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吸收投资所收到的现金 

  借款所收到的现金 87,557,190.00

  收到的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现金流入小计 87,557,190.00

  偿还债务所支付的现金 100,357,900.00

  分配股利、利润或偿付利息所支付的现

金 
9,067,077.74

  支付的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现金流出小计 109,424,977.74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1,867,787.74

四、汇率变动对现金的影响 

五、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 2,473,266.26

现金流量表补充资料 

  1．将净利润调节为经营活动现金流量：

    净利润 5,211,882.16

    加：计提的资产减值准备 -5,673,326.95

        固定资产折旧 19,424,093.85

        无形资产摊销 373,898.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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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长期待摊费用摊销 

        待摊费用减少（减：增加） 

        预提费用增加（减：减少） 3,654,868.56

        处置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

长期资产的损失（减：收益） 

        固定资产报废损失 

        财务费用 9,067,077.74

        投资损失（减：收益） 

        递延税款贷项（减：借项） 

        存货的减少（减：增加） -136,876,253.90

        经营性应收项目的减少（减：增

加） 
16,951,059.33

        经营性应付项目的增加（减：减

少） 
112,373,476.31

        其他 

        少数股东损益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4,506,776.05

  2．不涉及现金收支的投资和筹资活动：

    债务转为资本 

    一年内到期的可转换公司债券 

    融资租入固定资产 

  3．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情况： 

    现金的期末余额 249,841,469.19

    减：现金的期初余额 247,368,202.93

    加：现金等价物期末余额 

    减：现金等价物期初余额 2,473,266.26

    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 

法定代表人：罗伟   主管会计机构负责人：余炎祯   会计机构负责人：郑重华 

2.3  报告期末股东总数及前十名流通股股东持股表 

报告期末股东总数 57,834

前十名流通股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全称） 期末持有流通股的数量 种类（A、B、H股或其它） 

赵庆 1,000,000.00 A股 

方泽川 818,200.00 A股 

李卫国 638,456.00 A股 

南海市西樵景泰贸易有限公司 500,000.00 A股 

王占东 409,100.00 A股 

陈佩霞 391,500.00 A股 

邓润昌 390,200.00 A股 

胡利东 387,900.00 A股 

徐东 373,500.00 A股 

王嫩英 368,400.00 A股 

§3  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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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公司报告期内经营活动总体状况的简要分析 

2006年第一季度，公司通过深入贯彻“尊重员工、服务用户、崇尚实干、鼓励创新”

方针，继续确立以营销为中心，推动生产、技术、管理、质量、服务的提升；创新发展模

式，凝聚发展力量，冲破困难，扭亏为盈，实现主营业务收入37,938.01万元，净利润521.19

万元，比上年同期增长131.18%。同时，根据企业发展以及产品市场情况，公司着力调整产

品结构，生产高附加值及盈利品种。据悉，一直采用本公司的锦纶长丝作为生产原材料的

浙江梦娜针织袜业有限公司被选为2008年奥运会袜类产品的独家供应商。2006年公司继续

加大力度开拓国际市场、促进出口业务快速发展，一季度共完成出口值100万美元，较去年

同期增长220%。在刚刚落幕的第99届中国出口商品交易会上，本公司成功地接待了来自东

欧、中东、东南亚、美洲等地的新客商，在涤纶、锦纶和瓶级切片等产品出口方面签订了

一系列的意向协议。 

3.1.1  占主营收入或主营业务利润总额10%以上的主营行业或产品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人民币）万元 

主营业务分行业情况 

 主营业务收入 主营业务成本 毛利率（％） 

其他纤维制品制造业 37,938.01 36,560.82 3.63%

其中：关联交易 0.00 0.00 0.00%

主营业务分产品情况 

涤纶丝 20,718.19 19,667.86 5.07%

锦纶丝 5,694.73 5,746.47

切片 11,525.09 11,146.49 3.29%

其中：关联交易 0.00 0.00 0.00%

3.1.2  公司经营的季节性或周期性特征 

□ 适用 √ 不适用  

3.1.3  报告期利润构成情况（主营业务利润、其他业务利润、期间费用、投资收益、补贴

收入与营业外收支净额在利润总额中所占比例与前一报告期相比的重大变动及原因的说

明） 

□ 适用 √ 不适用  

3.1.4  主营业务及其结构与前一报告期相比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及原因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3.1.5  主营业务盈利能力（毛利率）与前一报告期相比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及其原因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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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适用 □ 不适用  
本期公司主营业务毛利率为3.63%，与上年年末相比，扭亏为盈，主要原因是公司强化了资金管理、物

耗管理、设备管理、采购管理以及质量管理，大力实施了以节能、节材料、节费用为重点的生产与资源协

同发展战略。同时，公司加快了对传统产业的技术改造，对引进设备和技术进行消化、吸收和再创新，促

进企业由制造型向创新型的转变。根据企业发展以及产品市场情况，公司着力调整产品结构；开发生产了

超细旦丝、片材级聚酯切片、涤纶有光异形、涤纶高弹丝、锦纶轻网高F数DTY、锦纶HOY、全消光丝、有光

长丝、吸湿排汗等高性能纤维；改进了全消光切片质量。 

3.2  重大事项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1、2003年6月19日，中国东方资产管理公司广州办事处向广东省江门市中级人民法院递交《民事起诉

状》，请求判令本公司1997年9月24日为开平市二轻包装厂向中国银行开平支行的保证借款本金加利息共计

美元545,344.21元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就其起诉事项，广东省江门市中级人民法院采取了诉前保全措施，

于2004年2月4日冻结了本公司在中国银行开平支行活期存款4,500,000.00元。2004年3月18日，广东省江门

市中级人民法院对此案件作出一审判决，判决本公司承担连带清偿责任，本公司对其判决不服，向广东省

高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目前此案尚未开庭审理，本公司将积极应诉。 

本公司已于2004年年度报告中将该担保事项作为预计负债处理。 

2、公司第一大股东广东省开平涤纶企业集团公司因其与开平美达色母粒有限公司存在买卖合同纠纷，被江

门市中级人民法院以《民事裁定书》（〔2004〕江中法民二初字第138-1号）查封（扣押）了开涤集团的部

分资产，其中包括了目前本公司正在使用的“春晖”牌注册商标。根据本公司与开涤集团于1999年8月25

日签订的《商标使用许可合同》，开涤集团许可本公司无偿使用“春晖”牌商标，使用的期限至商标的注

册有效期2007年6月19日。 

非经营性资金占用及清欠进展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3.3  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合并范围变化以及重大会计差错的情况及原因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3.4  经审计且被出具“非标意见”情况下董事会和监事会出具的相关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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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  公司对已披露的年度经营计划或预算的滚动调整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