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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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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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03,332,776.98 1,977,505,758.37 6.36%

股东权益（不含少数

股东权益） 
995,316,967.17 985,136,027.47 1.03%

每股净资产 1.70 2.34 -27.35%

调整后的每股净资产 1.70 2.34 -27.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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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1,031,018.89 186,225,829.23 -55.28%

每股收益 0.0065 0.017 110.83%

每股收益（注） 0.0065 - - 

净资产收益率 0.38% 1.02% 2.76%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

的净资产收益率 
0.60% 0.66% 2.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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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4,654.73

存货跌价准备转回 3,395,203.45

合计 3,539,858.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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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30日            单位：（人民币）元 

期末数 上年度末数 
项目 

合并 母公司 合并 母公司 

流动资产： 

  货币资金 344,779,269.51 247,368,202.93

  短期投资 

  应收票据 20,568,390.75 8,761,521.81

  应收股利 

  应收利息 

  应收账款 88,178,421.59 42,121,773.07

  其他应收款 11,315,089.28 39,737,696.24

  预付账款 18,205,789.37 14,750,925.57

  应收补贴款 

  存货 438,531,053.82 385,203,028.12

  待摊费用 

  一年内到期的长期

债权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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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流动资产 

  流动资产合计 921,578,014.32 737,943,147.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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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91,515,544.95 2,389,696,005.55

    减：累计折旧 1,135,092,465.23 1,076,586,774.71

  固定资产净值 1,256,423,079.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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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864,400.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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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864,400.55 1,167,550,551.67

无形资产及其他资

产： 

  无形资产 65,889,362.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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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5,889,362.11 67,011,058.96

递延税项： 

  递延税款借项 

资产总计 2,103,332,776.98 1,977,505,758.37

流动负债： 

  短期借款 450,310,000.00 514,036,400.00

  应付票据 231,130,000.00 172,850,000.00

  应付账款 351,427,553.66 254,146,628.45

  预收账款 57,533,132.33 16,564,878.94

  应付工资 

  应付福利费 6,062,425.05 6,055,718.20

  应付股利 1,513,063.42 1,513,063.42

  应交税金 -11,117,210.07 -34,424,936.32

  其他应交款 90,769.45

  其他应付款 3,762,778.57 3,600,731.31

  预提费用 12,803,297.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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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流动负债 

  流动负债合计 1,108,015,809.81 992,369,730.90

长期负债： 

  长期借款 

  应付债券 

  长期应付款 

  专项应付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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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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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8,015,809.81 992,369,730.90

少数股东权益 

所有者权益（或股东

权益）： 

  实收资本（或股本） 586,642,796.00 421,146,000.00

    减：已归还投资 

  实收资本（或股本）

净额 
586,642,796.00 421,146,000.00

  资本公积 363,475,968.64 528,972,764.64

  盈余公积 79,032,702.02 79,032,702.02

    其中：法定公益

金 

  未分配利润 -33,834,499.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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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95,316,967.17 985,136,027.47

负债和所有者权益

（或股东权益）合计 
2,103,332,776.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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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告期利润及利润分配表 

编制单位：广东开平春晖股份有限公司             2006年7—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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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92,518,473.88 517,975,988.87

  减：主营业务成本 573,977,721.35 530,211,365.49

      主营业务税金

及附加 
302,084.04

二、主营业务利润（亏

损以“-”号填列） 
18,238,668.49 -12,235,376.62

  加：其他业务利润

（亏损以“-”号填列）
2,867,188.98 5,875,498.18

  减：营业费用 1,701,395.66 1,837,695.11

      管理费用 7,554,337.11 8,877,814.89

      财务费用 8,120,085.37 9,960,502.27

三、营业利润（亏损

以“-”号填列） 
3,730,039.33 -27,035,890.71

  加：投资收益（亏

损以“-”号填列） 
2,875,294.13

      补贴收入 

      营业外收入 79,834.00 300.00

  减：营业外支出 

四、利润总额（亏损 3,809,873.33 -24,160,296.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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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号填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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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809,873.33 -24,160,296.58

  加：年初未分配利

润 

      其他转入 

六、可供分配的利润 3,809,873.33 -24,160,296.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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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809,873.33 -24,160,296.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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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809,873.33 -24,160,296.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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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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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初到报告期末利润及利润分配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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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制单位：广东开平春晖股份有限公司             2006年1—9月             单位：（人民币）元 

年初到报告期末 上年同期 
项目 

合并 母公司 合并 母公司 

一、主营业务收入 1,535,617,102.30 1,908,812,767.42

  减：主营业务成本 1,488,075,619.42 1,930,203,997.06

      主营业务税金

及附加 
302,084.04

二、主营业务利润（亏

损以“-”号填列） 
47,239,398.84 -21,391,229.64

  加：其他业务利润

（亏损以“-”号填列）
8,956,231.06 11,694,741.26

  减：营业费用 3,620,050.92 11,404,977.13

      管理费用 17,031,289.73 6,894,878.57

      财务费用 25,508,004.28 28,850,158.16

三、营业利润（亏损

以“-”号填列） 
10,036,284.97 -56,846,502.24

  加：投资收益（亏

损以“-”号填列） 
2,875,294.13

      补贴收入 

      营业外收入 144,654.73 5,720.00

  减：营业外支出 

四、利润总额（亏损

以“-”号填列） 
10,180,939.70 -53,965,488.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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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180,939.70 -53,965,488.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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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834,499.49 -12,377,792.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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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834,499.49 -12,377,792.87

  减：应付优先股股

利 

      提取任意盈余

公积 

      应付普通股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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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 

      转作资本（或

股本）的普通股股利 

八、未分配利润 -33,834,499.49 -12,377,792.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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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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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2.4  年初到报告期末现金流量表 

编制单位：广东开平春晖股份有限公司             2006年1－9月             单位：（人民币）元 

年初到报告期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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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85,446,643.22

  收到的税费返还 

  收到的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5,863,678.84

        现金流入小计 1,791,310,322.06

  购买商品、接受劳务支付的现金 1,546,057,399.26

  支付给职工以及为职工支付的现金 31,196,808.72

  支付的各项税费 2,774,825.20

  支付的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25,055,459.65

        现金流出小计 1,605,084,492.83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86,225,829.23

二、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收回投资所收到的现金 36,864,673.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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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864,673.60

  购建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

产所支付的现金 
1,819,539.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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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19,539.40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35,045,134.20

三、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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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吸收投资所收到的现金 

  借款所收到的现金 545,774,547.50

  收到的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现金流入小计 545,774,547.50

  偿还债务所支付的现金 644,500,947.50

  分配股利、利润或偿付利息所支付的现

金 
25,030,492.92

  支付的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现金流出小计 669,531,440.42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23,756,892.92

四、汇率变动对现金的影响 -103,003.93

五、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 97,411,066.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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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180,939.70

    加：计提的资产减值准备 -1,761,841.01

        固定资产折旧 58,505,690.52

        无形资产摊销 1,121,696.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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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723,949.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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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133,496.85

        投资损失（减：收益） 

        递延税款贷项（减：借项） 

        存货的减少（减：增加） -49,932,822.25

        经营性应收项目的减少（减：增

加） 
-71,393,810.34

        经营性应付项目的增加（减：减

少） 
220,096,428.41

        其他 

        少数股东损益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86,225,829.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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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4,779,269.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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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 97,411,066.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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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东持股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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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期末股东总数 63,950

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全称） 期末持有无限售条件股份的数量 种类（A、B、H股或其它） 

李光辉 2,572,869 A股 

季英 1,201,600 A股 

黄伟东 1,184,441 A股 

沈洁 1,100,000 A股 

林冲 967,899 A股 

赵焱 952,000 A股 

南海市西樵景泰贸易有限公司 767,218 A股 

张美君 750,000 A股 

陈佩霞 747,672 A股 

肖福长 740,000 A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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营业务利润率（％） 

其他纤维制品制造业 153,561.71 148,807.56 3.19%

其中：关联交易 0.00 0.00 0.00%

主营业务分产品情况 

涤纶丝 82,827.05 79,831.77 3.62%

锦纶丝 18,640.82 19,267.06 -3.36%

切片 52,069.06 49,686.33 4.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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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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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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润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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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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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2005年相比，公司预计2006年扭亏为盈，盈利金额约为1100万元。2006年以来，公司通过重启产品开发

研究所，开发市场适销产品，调节部分产品结构，调整了产品销售策略；通过多渠道开源节流，有效地降

低生产成本；同时积极拓展海外市场，提高了公司产品的出口销量，预计公司在2006年全年度实现了扭亏

为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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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非流通股东在股权分置改革过程中做出的特殊承诺及其履行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3.8  截止本次季报公告日，未进入股改程序公司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