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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珠江控股股份有限公司2006年第一季度季度报告
全部报送数据 

§1  重要提示 

1.1  本公司董事会及其董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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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董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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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董事未出席名单 
未出席董事姓

名 
未出席会议原因 受托人姓名 

无 无 无 

1.4  季度报告中的财务报告未经审计。 

1.5  公司董事长、总经理郑清先生、副总经理、财务负责人陈秉联先生声明:保证季

度报告中财务会计报告的真实、完整。 

§2  公司基本情况 

2.1  公司基本信息 

股票简称 *ST珠江    *ST珠江B 变更前简称（如有）  
股票代码 000505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冯  湃 顾利荣 

联系地址 海口市滨海大道珠江广场帝豪大厦29楼 海口市滨海大道珠江广场帝豪大厦29楼 
电话 0898-68581888转 0898-68581888转 
传真 68581026 68581026 

电子信箱 hnpearl@public.hk.hi.cn hnpearl@public.hk.hi.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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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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17,235,166.40 850,866,853.30 7.80%

股东权益（不含少数
股东权益） 

60,143,378.90 71,924,849.97 -16.38%

每股净资产 0.159 0.190 -16.32%
调整后的每股净资产 0.112 0.147 -23.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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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2,976,085.60 62,976,085.60 356.82%

每股收益 -0.031 -0.031 -21.88%
每股收益（注） -0.031 - - 
净资产收益率 -19.33% -19.33% -12.87%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
的净资产收益率 

-22.28% -22.28% -15.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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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处置长期股权投资产生
的损益 

-103,072.33

资产减值准备转回 1,879,058.88
其他营业外收支净额 -3,426.54

合计 1,772,560.01

2.2.2  财务报表 

2.2.2.1  资产负债表 

编制单位：海南珠江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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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7,552,392.48 423,360.28 27,790,429.68 2,507,086.65
  短期投资 
  应收票据 
  应收股利 
  应收利息 
  应收账款 2,355,001.56 2,320,604.51 2,630,749.18 2,596,352.13
  其他应收款 49,436,337.10 158,447,066.62 47,352,493.99 157,981,472.67
  预付账款 70,612,615.37 804,500.00 65,636,443.97 804,5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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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应收补贴款 
  存货 500,750,343.46 118,735,880.56 458,056,633.88 122,419,114.01
  待摊费用 8,196,152.00 6,801,030.80
  一年内到期的长期
债权投资 
  其他流动资产 
  流动资产合计 668,902,841.97 280,731,411.97 608,267,781.50 286,308,525.46
长期投资： 
  长期股权投资 75,170,759.14 188,784,056.96 80,209,423.61 194,776,153.49
  长期债权投资 
  长期投资合计 75,170,759.14 188,784,056.96 80,209,423.61 194,776,153.49
  合并价差 
固定资产： 
  固定资产原价 63,816,325.15 50,820,665.88 62,889,403.71 50,766,260.44
    减：累计折旧 36,459,389.33 31,897,943.79 36,027,307.36 31,655,614.22
  固定资产净值 27,356,935.82 18,922,722.09 26,862,096.35 19,110,646.22
    减：固定资产减
值准备 

13,857,221.05 8,937,062.67 13,857,221.05 8,937,062.67

  固定资产净额 13,499,714.77 9,985,659.42 13,004,875.30 10,173,583.55
  工程物资 
  在建工程 158,499,626.20 3,702,023.85 148,231,028.79 3,702,023.85
  固定资产清理 
  固定资产合计 171,999,340.97 13,687,683.27 161,235,904.09 13,875,607.40
无形资产及其他资
产： 
  无形资产 543,147.98 10,752.50 535,874.14
  长期待摊费用 619,076.34 617,869.96
  其他长期资产 
  无形资产及其他资
产合计 

1,162,224.32 10,752.50 1,153,744.10

递延税项： 
  递延税款借项 
资产总计 917,235,166.40 483,213,904.70 850,866,853.30 494,960,286.35
流动负债： 
  短期借款 86,000,000.00 86,000,000.00 90,000,000.00 90,000,000.00
  应付票据 
  应付账款 12,140,621.14 2,427,656.59 13,127,085.81 2,427,656.59
  预收账款 251,397,680.29 132,274,538.78 10,000.00
  应付工资 108,407.00 108,407.00 152,696.00 107,896.00
  应付福利费 1,796,565.99 643,993.58 2,026,393.16 617,547.12
  应付股利 3,213,302.88 3,213,302.88 3,213,302.88 3,213,302.88
  应交税金 -4,669,699.77 -2,657,258.97 -2,707,350.29 -2,880,594.98
  其他应交款 -148,343.58 -155,012.25 -154,817.49 -161,092.04
  其他应付款 173,641,669.76 107,344,041.79 175,786,499.43 106,772,295.07
  预提费用 46,001,330.35 42,895,825.31 44,470,317.76 41,852,690.89
  预计负债 
  一年内到期的长期
负债 

181,625,402.50 181,625,402.50 179,655,482.50 179,655,482.50

  其他流动负债 
  流动负债合计 751,106,936.56 421,446,358.43 637,844,148.54 421,615,184.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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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期负债： 
  长期借款 100,000,000.00 135,00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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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000,000.00 135,000,000.00
递延税项： 
  递延税款贷项 
负债合计 851,106,936.56 421,446,358.43 772,844,148.54 421,615,184.03
少数股东权益 5,984,850.94 6,097,854.79
所有者权益（或股东
权益）： 
  实收资本（或股本） 377,650,800.00 377,650,800.00 377,650,800.00 377,650,800.00
    减：已归还投资 
  实收资本（或股本）
净额 

377,650,800.00 377,650,800.00 377,650,800.00 377,650,800.00

  资本公积 286,715,565.06 289,213,676.53 286,715,565.06 289,213,676.53
  盈余公积 109,994,966.20 109,487,064.39 109,994,966.20 109,487,064.39
    其中：法定公益
金 

49,452,586.42 49,283,285.81 49,452,586.42 49,283,285.81

  未分配利润 -701,742,123.29 -714,583,994.65 -690,114,526.24 -703,006,438.60
    其中：现金股利 
  未确认的投资损失 -12,475,829.07 -12,321,955.05
  外币报表折算差额 
  所有者权益（或股
东权益）合计 

60,143,378.90 61,767,546.27 71,924,849.97 73,345,102.32

负债和所有者权益
（或股东权益）合计 

917,235,166.40 483,213,904.70 850,866,853.30 494,960,286.35

法定代表人：郑清   主管会计机构负责人：陈秉联   会计机构负责人：杨道良 

2.2.2.2  利润及利润分配表 

编制单位：海南珠江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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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820,455.53 4,166,400.00 4,909,043.24 51,905.00
  减：主营业务成本 10,236,196.39 5,651,521.45 4,656,201.96 -64,230.11
      主营业务税金
及附加 

502,383.83 229,152.00 219,182.46 2,854.78

二、主营业务利润（亏
损以“-”号填列） 

-918,124.69 -1,714,273.45 33,658.82 113,280.33

  加：其他业务利润
（亏损以“-”号填列）

62,872.55 212,872.55 219,474.03 219,474.03

  减：营业费用 102,443.00 73,339.00 40,272.40 16,334.68
      管理费用 2,711,191.89 837,918.41 3,395,426.42 2,087,680.02
      财务费用 4,694,925.45 4,684,229.78 4,620,608.42 4,623,685.10
三、营业利润（亏损
以“-”号填列） 

-8,363,812.48 -7,096,888.09 -7,803,174.39 -6,394,945.44

  加：投资收益（亏 -3,527,235.90 -4,480,667.96 -2,059,993.68 -3,404,837.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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损以“-”号填列） 
      补贴收入 
      营业外收入 26,049.00 50,370.00 50,000.00
  减：营业外支出 29,475.54 400.00
四、利润总额（亏损
以“-”号填列） 

-11,894,474.92 -11,577,556.05 -9,813,198.07 -9,749,782.86

  减：所得税 
      少数股东损益 -113,003.85 -116,822.13
  加：未确认的投资
损失本期发生额 

153,874.02 156,497.75

五、净利润（亏损以
“-”号填列） 

-11,627,597.05 -11,577,556.05 -9,539,878.19 -9,749,782.86

  加：年初未分配利
润 

-690,114,526.24 -703,006,438.60 -610,156,545.28 -621,764,729.90

      其他转入 
六、可供分配的利润 -701,742,123.29 -714,583,994.65 -619,696,423.47 -631,514,512.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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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01,742,123.29 -714,583,994.65 -619,696,423.47 -631,514,512.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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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01,742,123.29 -714,583,994.65 -619,696,423.47 -631,514,512.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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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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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其他 
法定代表人：郑清   主管会计机构负责人：陈秉联   会计机构负责人：杨道良 

2.2.2.3  现金流量表 

编制单位：海南珠江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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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3,428,634.33 4,083,131.36
  收到的税费返还 
  收到的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1,522,745.79 1,933,468.70
        现金流入小计 124,951,380.12 6,016,600.06
  购买商品、接受劳务支付的现金 51,373,320.20
  支付给职工以及为职工支付的现金 3,269,353.40 695,341.62
  支付的各项税费 2,599,531.73 144,349.26
  支付的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4,733,089.19 2,034,753.32
        现金流出小计 61,975,294.52 2,874,444.20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62,976,085.60 3,142,155.86
二、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收回投资所收到的现金 617,023.13 617,023.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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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17,023.13 617,023.13
  购建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
产所支付的现金 

13,046,080.57 11,730.00

  投资所支付的现金 160,000.00 160,000.00
  支付的其他与投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现金流出小计 13,206,080.57 171,730.00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2,589,057.44 445,293.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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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6,000,000.00 54,000,000.00
  收到的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现金流入小计 66,000,000.00 54,000,000.00
  偿还债务所支付的现金 103,000,000.00 58,000,000.00
  分配股利、利润或偿付利息所支付的现
金 

3,625,065.36 1,671,175.36

  支付的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现金流出小计 106,625,065.36 59,671,175.36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40,625,065.36 -5,671,175.36
四、汇率变动对现金的影响 
五、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 9,761,962.80 -2,083,726.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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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627,597.05 -11,577,556.05
    加：计提的资产减值准备 -1,879,058.88 -1,980,732.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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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固定资产折旧 431,843.05 242,329.57
        无形资产摊销 4,456.16 977.50
        长期待摊费用摊销 2,333.40
        待摊费用减少（减：增加） -1,395,121.20
        预提费用增加（减：减少） -103,421.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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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684,229.78 4,684,229.78
        投资损失（减：收益） 3,527,235.90 4,480,667.96
        递延税款贷项（减：借项） 
        存货的减少（减：增加） -39,158,621.58 5,651,521.45
        经营性应收项目的减少（减：增
加） 

-5,942,569.51 -177,401.55

        经营性应付项目的增加（减：减
少） 

114,699,255.23 1,818,119.98

        其他 
        少数股东损益 -113,003.85
        未确认的投资损失 -153,874.02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62,976,085.60 3,142,155.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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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7,552,392.48 423,360.28
    减：现金的期初余额 27,790,429.68 2,507,086.65
    加：现金等价物期末余额 
    减：现金等价物期初余额 
    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 9,761,962.80 -2,083,726.37
法定代表人：郑清   主管会计机构负责人：陈秉联   会计机构负责人：杨道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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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5,3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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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ITRINE CAPITAL LIMITED 6,185,370.00B股 
张晓霞 1,725,000.00B股 
张婷 1,525,350.00A股 
赵淑珍 868,600.00A股 
张凤 683,870.00A股 
张丽君 654,200.00A股 
罗仁俊 620,363.00A股 
杨凤英 567,300.00B股 
季勤 479,500.00A股 
仇兰珍 460,000.00A股 



海南珠江控股股份有限公司2006年第一季度季度报告全部报送数据 

 

§3  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3.1  公司报告期内经营活动总体状况的简要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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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社会服务业 482.00 384.46 20.24%
旅游业 83.39 74.00 11.26%
房地产开发与经营业 416.64 565.15 -35.65%

其中：关联交易 0.00 0.00 0.00%
主营业务分产品情况 

无 0.00 0.00 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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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适用 √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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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经营性资金占用及清欠进展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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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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公司武汉房地产项目美林青城一期尚未交房确认收入，其业绩无法计入上半年度，预计下一报告期公司
仍将出现亏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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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7  未股改公司的股改工作时间安排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经询本公司第一大股东及其他非流通股东,本公司股权分置改革工作争取于6月底前向深交所报送股改文
件。 

未股改公司已承诺股改但未能按时履行的具体原因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