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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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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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 亮 出差在外 闫万鹏 

1.4  本报告期财务报告未经审计 

1.5  公司负责人闫万鹏、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郭金鹏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

员）姚文伟声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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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T春都 变更前简称（如有） 

股票代码 000885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王  璞 谢  昊 

联系地址 河南省洛阳市西工区春都路126号 河南省洛阳市西工区春都路126号 

电话 0379-62312922 0379-62312922 

传真 0379-62312922 0379-62312922 

电子信箱 CHUNDUA@126.COM CHUNDUA@126.COM 

2.2  财务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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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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7,827,933.64 256,886,997.90 0.37%

股东权益（不含少数

股东权益） 
36,499,971.60 43,943,916.58 -16.94%

每股净资产 0.2281 0.2746 -16.93%

调整后的每股净资产 0.1917 0.2396 -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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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62,082.40 2,062,082.40 144.08%

每股收益 -0.0465 -0.0465 -8.70%

每股收益（注） -0.0465 - - 

净资产收益率 -20.39% -20.39% 12.71%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

的净资产收益率 
-20.17% -20.17% 12.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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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200.85

营业外支出 98,910.93

合计 -83,710.08

2.2.2  财务报表 

2.2.2.2  利润及利润分配表 

编制单位：洛阳春都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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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301,323.33 23,741,699.16 31,568,776.50 28,815,326.57

  减：主营业务成本 23,934,066.45 21,212,243.20 30,549,659.30 27,675,366.04

      主营业务税金

及附加 
81,202.01 81,202.01 204,045.17 195,334.53

二、主营业务利润（亏

损以“-”号填列） 
2,286,054.87 2,448,253.95 815,072.03 944,626.00

  加：其他业务利润

（亏损以“-”号填列）
91,392.39 64,109.54 -453,838.69 -367,310.66

  减：营业费用 4,769,374.46 4,660,574.94 4,338,974.03 4,223,165.83

      管理费用 2,991,395.17 2,538,760.65 3,037,500.00 2,526,737.82

      财务费用 1,885,341.00 1,703,262.59 881,970.35 902,846.34

三、营业利润（亏损

以“-”号填列） 
-7,268,663.37 -6,390,234.69 -7,897,211.04 -7,075,434.65

  加：投资收益（亏 -157,078.68 -965,000.21 -120,000.00 -816,158.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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损以“-”号填列） 

      补贴收入 1,000,000.00 1,000,000.00

      营业外收入 15,200.85 10,200.85 53,054.15 50,288.04

  减：营业外支出 98,910.93 98,910.93 11,419.00 11,419.00

四、利润总额（亏损

以“-”号填列） 
-7,509,452.13 -7,443,944.98 -6,975,575.89 -6,852,724.35

  减：所得税 

      少数股东损益 -65,507.15 -122,851.54

  加：未确认的投资

损失本期发生额 

五、净利润（亏损以

“-”号填列） 
-7,443,944.98 -7,443,944.98 -6,852,724.35 -6,852,724.35

  加：年初未分配利

润 
-570,813,974.55 -571,043,418.82 -518,331,692.40 -520,612,019.46

      其他转入 

六、可供分配的利润 -578,257,919.53 -578,487,363.80 -525,184,416.75 -527,464,743.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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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78,257,919.53 -578,487,363.80 -525,184,416.75 -527,464,743.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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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78,257,919.53 -578,487,363.80 -525,184,416.75 -527,464,743.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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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闫万鹏   主管会计机构负责人：郭金鹏   会计机构负责人：姚文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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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3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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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郭  香 2,840,500.00A股 

刘宏坡 1,349,400.00A股 

蔡斌泉 1,197,349.00A股 

李  洁 980,000.00A股 

李贵云 880,000.00A股 

铁  鹰 822,000.00A股 

北京创科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600,200.00A股 

上海伊天科技信息有限公司 455,200.00A股 

李桂军 443,800.00A股 

朱玉勉 426,600.00A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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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屠宰及肉类蛋类加工

业 
255.96 272.18 -6.34%

塑料薄膜制造业 286.39 225.15 21.38%

其他食品制造业 2,087.78 1,896.07 9.18%

其中：关联交易 0.00 0.00 0.00%

主营业务分产品情况 

西式灌肠 2,087.78 1,896.07 9.18%

PVDC薄膜 286.39 225.15 21.38%

屠宰系列 255.96 272.18 -6.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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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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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以食品加工业为主业，主导产品西式灌肠产品有一定的季节性，一般春节前为销售旺季，春节过

后为销售淡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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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期内主营业务利润较前一报告期增加了215.3万元，在利润总额的构成中也较前一报告期有较大幅

度的变动。主要是由于公司抓住目前原材料市场价格较低的有利形式，积极调整产品结构，优化产品配方，

使产品的盈利能力有所增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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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位：（人民币）万元 

大股东及其附属企业非经营

性占用上市公司资金余额 

期初 期末 

本期清欠总额 清欠方式 清欠金额 清欠时间 

3,395.81 3,395.81 其它 2006年12月 

大股东及其附属企业非经营

性占用上市公司资金及清欠

情况的具体说明 

1、原大股东春都集团资金占用情况 

ST春都原大股东春都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无偿占用上市公司资金欠款6748.36万

元, 后春都集团通过偿还土地、设备抵偿债务5303成元，其中土地3403万元，

设备1900万元，债务余额1445.36万元。 

本公司已在报告期初对该项欠款全额计提了坏帐准备。 

2、原大股东华美科技及其关联企业资金占用情况 

ST春都公司原控股股东郑州华美科技有限公司及其关联企业再次发生无偿占

用上市公司资金行为。根据西安希格玛有限责任会计师事务所对控股股东及其

他关联方资金占用进行的专项审核，截止2005年12月31日，华美科技公司及其

控股股东西安海拓普集团股份公司占用上市公司资金合计1950.45万元。 

公司现已对华美科技公司附属企业对公司的资金占用向洛阳市中级人民法院

递交了起诉书，但法院目前尚未开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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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春都食品（000885）                                    2006 年第一季度报告 

— 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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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安希格玛有限责任会计师事务所为公司2005年度出具了附加强调事项的无保留意见审计报告。2006年3

月14日，公司收到中国东方资产管理公司郑州办事处，要求公司偿还借款本金1500万元及利息682.26万元

（详见３月29日证券时报）。2006 年4 月18 日，公司收到中国信达资产管理公司郑州办事处起诉书，要

求偿还借款本金5400 万元及相应利息（详见４月19日证券时报）。上述两家资产管理公司所计利息与公司

已计利息不一致，故公司与上述债权人正在就利息进行核对。 

审计师事务所发表了意见，认为该强调事项段内容并不影响已发表的审计意见。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均对

上述事项进行了审议，认为该事项不影响已发表的审计意见，同时，对公司盈亏性质不造成影响。公司与

相关资产管理积极商洽，争取对相关利息进行减免，消除异议。 

由于该争议事项发生在报告期末及期后，公司正在抓紧与相关资产管理公司进行协商，但目前尚未有结果。

对此事项进展情况公司将及时予以披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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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于市场竞争激烈，主营业务盈利水平提高程度有限，经预测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期末的累计净利润仍

可能为亏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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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前，公司第一大股东河南省建投已联合其他非流通股股东提出进行股权分置改革的动议，并积极推

进股改工作的开展，但股改方案尚未确定。公司计划在2006年6月底之前正式向深交所报送股权分置改革的

相关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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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