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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开平春晖股份有限公司 2007年第一季度季度报告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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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确性和完整性负个别及连带责任。 

1.2 没有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对第一季报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无法保证或存在异议。 
1.3 

未出席董事姓名 未出席会议原因 受托人姓名 

谭毓筹 因公出差 张惟果 

1.4 公司第一季度财务报告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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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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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61,593,316.41 1,995,881,440.29 8.30%

所有者权益（或股东权益） 1,009,415,546.23 1,020,434,988.02 -1.08%

每股净资产 1.72 1.74 -1.15%

 年初至报告期期末 比上年同期增减（％）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32,630,802.48 33.15%

每股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0.0556 33.15%

 报告期 年初至报告期期末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净利润 -11,019,441.79 -11,019,441.79 -311.43%

基本每股收益 -0.02 -0.02 -300.00%

稀释每股收益 -0.02 -0.02 -300.00%

净资产收益率 -1.09% -1.09% -1.62%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资产收益率 -0.96% -0.96% -1.48%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 
单位：（人民币）元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 年初至报告期期末金额 

计提资产减值损失 -1,359,978.22

营业外收入 80,000.00

合计 -1,279,978.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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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报告期末股东总人数及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股东总数 59,935

          前 10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股份数量 股份种类 

金麟孙 1,555,500 人民币普通股 

中国农业银行-新世纪优选分红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1,548,236 人民币普通股 

关秀燕 1,239,227 人民币普通股 

林锐群 941,800 人民币普通股 

王涛 928,500 人民币普通股 

上海王狮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876,000 人民币普通股 

李志祥 851,000 人民币普通股 

吴慧烈 8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尤伟 755,000 人民币普通股 

盘晓燕 715,900 人民币普通股 

§3 重要事项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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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应收票据期初为 11779万元，本期期末为 4756万元，较期初减少 7023万元，减幅 59.62%，主要是一部分票据到期，一
部分背书转让； 
预付帐款期初为 294万元，本期期末为 3320万元，较期初增加了 3026万元，增幅 1029.25%，主要是预付材料款增加所

致； 
存货期初为 33085万元，本期期末为 47699万元，较期初增加了 14614万元，增幅 44.17%，主要是原材料增加了约 5000

万元，产成品也增加； 
净利润上年同期为 521万元，本期期末为-1110万元，较上年同期减少了 1631万元，减幅 313.05%，主要一是上年同期

冲回减值准备 567万元，今年计提减值准备 136万元；二是报告期内产品的涨价幅度比不上原材料的涨价幅度。 

3.2 重大事项进展情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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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活期存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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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年 11月 10日，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做出判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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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审申请，目前，再审申请已被受理，但尚

未开庭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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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前，公司申请注册新的商标已进入审批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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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公司、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承诺事项履行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1、本公司的控股股东广东省开平涤纶企业集团公司在股权分置改革中的承诺： 
    所持股份自获得流通权之日起，在 12个月内不上市交易或转让。在前项承诺期期满后的 12个月内，通过深交所竞价交
易出售股份的数量不超过春晖股份总股本的 5％，在 24个月内不超过 10％． 
  目前，承诺正在严格履行中。 
    2、本公司其他股东在股权分置改革中的承诺： 
    （1）开平市工业实业开发公司：所持股份自获得流通权之日起，在 12个月内不上市交易或转让。在前项承诺期期满后
的 12个月内，通过深交所竞价交易出售股份的数量不超过春晖股份总股本的 5％，在 24个月内不超过 10％。 
    目前，承诺正在严格履行中。 
    （2）开平市工业材料公司：所持股份自获得流通权之日起，在 12个月内不上市交易或转让。在前项承诺期期满后的 12
个月内，通过深交所竞价交易出售股份的数量不超过春晖股份总股本的 5％，在 24个月内不超过 10％。 
    目前，承诺正在严格履行中。 
    （3）开平市国康明胶公司：所持股份自获得流通权之日起，在 12个月内不上市交易或转让。在前项承诺期期满后的 12
个月内，通过深交所竞价交易出售股份的数量不超过春晖股份总股本的 5％。 
    目前，承诺正在严格履行中。 
    （4）开平市工业资产经营公司：所持股份自获得流通权之日起，在 12个月内不上市交易或转让。在前项承诺期期满后
的 12个月内，通过深交所竞价交易出售股份的数量不超过春晖股份总股本的 5％。 
    目前，承诺正在严格履行中。 
    （5）开平市锅炉设备安装公司：所持股份自获得流通权之日起，在 12个月内不上市交易或转让。在前项承诺期期满后
的 12个月内，通过深交所竞价交易出售股份的数量不超过春晖股份总股本的 5％。 
    目前，承诺正在严格履行中。 
    （6）开平市装饰工程开发公司：所持股份自获得流通权之日起，在 12个月内不上市交易或转让。在前项承诺期期满后
的 12个月内，通过深交所竞价交易出售股份的数量不超过春晖股份总股本的 5％。 
    目前，承诺正在严格履行中。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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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 本次季报资产负债表中的 2007年期初股东权益与“新旧会计准则股东权益差异调节表”中的 2007年
期初股东权益存在差异的原因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4 附录 

4.1 资产负债表 

编制单位：广东开平春晖股份有限公司                    2007年 0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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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90,981,501.90 317,543,994.76 

  结算备付金     

  拆出资金     

  交易性金融资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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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应收票据 47,565,055.06 117,795,419.27 

  应收账款 27,765,054.94 22,936,687.92 

  预付款项 33,202,440.93 2,942,449.30 

  应收保费     

  应收分保账款     

  应收分保合同准备金     

  应收利息     

  其他应收款 3,556,580.37 2,918,401.13 

  买入返售金融资产     

  存货 476,989,529.54 330,856,471.51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资产     

  其他流动资产     

流动资产合计 980,060,162.74 794,993,423.89 

非流动资产：     

  发放贷款及垫款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持有至到期投资     

  长期应收款     

  长期股权投资 5,001,000.00 5,001,000.00 

  投资性房地产 22,107,902.38 22,229,942.58 

  固定资产 1,060,140,516.15 1,079,059,512.90 

  在建工程 58,615.24  

  工程物资     

  固定资产清理     

  生产性生物资产     

  油气资产     

  无形资产 64,915,584.41 65,288,025.43 

  开发支出     

  商誉     

  长期待摊费用     

  递延所得税资产 29,309,535.49 29,309,535.49 

  其他非流动资产     

非流动资产合计 1,181,533,153.67 1,200,888,016.40 

资产总计 2,161,593,316.41 1,995,881,440.29 

流动负债：     

  短期借款 523,310,000.00 470,310,000.00 

  向中央银行借款     

  吸收存款及同业存放     

  拆入资金     

  交易性金融负债     

  应付票据 251,130,000.00 206,850,000.00 

  应付账款 337,086,766.04 257,551,387.64 

  预收款项 27,787,832.13 21,930,255.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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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卖出回购金融资产款     

  应付手续费及佣金     

  应付职工薪酬 5,943,664.26 6,483,820.53 

  应交税费 -4,985,791.37 -4,012,860.25 

  应付利息     

  其他应付款 11,905,299.12 16,333,849.06 

  应付分保账款     

  保险合同准备金     

  代理买卖证券款     

  代理承销证券款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     

  其他流动负债     

流动负债合计 1,152,177,770.18 975,446,452.27 

非流动负债：     

  长期借款     

  应付债券     

  长期应付款     

  专项应付款     

  预计负债     

  递延所得税负债     

  其他非流动负债     

非流动负债合计     

负债合计 1,152,177,770.18 975,446,452.27 

所有者权益（或股东权益）：     

  实收资本（或股本） 586,642,796.00 586,642,796.00 

  资本公积 358,679,420.36 358,679,420.36 

  减：库存股     

  盈余公积 79,032,702.02 79,032,702.02 

  一般风险准备     

  未分配利润 -14,939,372.15 -3,919,930.36 

  外币报表折算差额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合计 1,009,415,546.23 1,020,434,988.02 

少数股东权益     

所有者权益合计 1,009,415,546.23 1,020,434,988.02 

负债和所有者权益总计 2,161,593,316.41 1,995,881,440.29 

4.2 利润表 

编制单位：广东开平春晖股份有限公司                     200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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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业总收入 468,576,849.55 382,599,645.61 

其中：营业收入 468,576,849.55 382,599,645.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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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利息收入     

      已赚保费     

      手续费及佣金收入     

二、营业总成本 479,676,291.34 377,452,584.18 

其中：营业成本 458,840,271.30 366,446,834.56 

      利息支出     

      手续费及佣金支出     

      退保金     

      赔付支出净额     

      提取保险合同准备金净
额 

    

      保单红利支出     

      分保费用     

      营业税金及附加     

      销售费用 1,539,813.85 685,114.89 

      管理费用 8,087,262.99 6,811,030.07 

      财务费用 9,848,964.98 9,182,931.61 

      资产减值损失 1,359,978.22 -5,673,326.95 

  加：公允价值变动收益（损失
以“-”号填列） 

    

      投资收益（损失以“-”号
填列） 

    

        其中：对联营企业和合
营企业的投资收益 

    

    汇兑收益（损失以“-”号填
列） 

    

三、营业利润（亏损以“-”号填
列） 

-11,099,441.79 5,147,061.43 

  加：营业外收入 80,000.00 64,820.73 

  减：营业外支出     

    其中：非流动资产处置损失     

四、利润总额（亏损总额以“-”
号填列） 

-11,019,441.79 5,211,882.16 

  减：所得税费用     

五、净利润（净亏损以“-”号填
列） 

-11,019,441.79 5,211,882.16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
利润 

-11,019,441.79 5,211,882.16 

    少数股东损益     

六、每股收益：     

    （一）基本每股收益 -0.02 0.01 

    （二）稀释每股收益 -0.02 0.01 

4.3 现金流量表 

编制单位：广东开平春晖股份有限公司                     2007年 1-3月                     单位：（人民币）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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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 上年同期 
项目 

合并 母公司 合并 母公司 

一、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销售商品、提供劳务收到的
现金 

613,215,811.28 473,904,453.19 

    客户存款和同业存放款项
净增加额 

    

    向中央银行借款净增加额     

    向其他金融机构拆入资金
净增加额 

    

    收到原保险合同保费取得
的现金 

    

    收到再保险业务现金净额     

    保户储金及投资款净增加
额 

    

    处置交易性金融资产净增
加额 

    

    收取利息、手续费及佣金的
现金 

    

    拆入资金净增加额     

    回购业务资金净增加额     

    收到的税费返还     

    收到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
的现金 

2,031,796.96 4,496,251.43 

      经营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615,247,608.24 478,400,704.62 

    购买商品、接受劳务支付的
现金 

557,686,246.14 429,954,664.49 

    客户贷款及垫款净增加额     

    存放中央银行和同业款项
净增加额 

    

    支付原保险合同赔付款项
的现金 

    

    支付利息、手续费及佣金的
现金 

    

    支付保单红利的现金     

    支付给职工以及为职工支
付的现金 

11,943,641.11 11,061,090.38 

    支付的各项税费 3,675,668.22 1,067,909.65 

    支付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
的现金 

9,311,250.29 11,810,264.05 

      经营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582,616,805.76 453,893,928.57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净额 

32,630,802.48 24,506,776.05 

二、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收回投资收到的现金     

    取得投资收益收到的现金     

    处置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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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长期资产收回的现金净额

    处置子公司及其他营业单
位收到的现金净额 

    

    收到其他与投资活动有关
的现金 

    

      投资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购建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
其他长期资产支付的现金 

568,031.33 165,722.05 

    投资支付的现金     

    质押贷款净增加额     

    取得子公司及其他营业单
位支付的现金净额 

    

    支付其他与投资活动有关
的现金 

2,000,000.00  

      投资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2,568,031.33 165,722.05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净额 

-2,568,031.33 -165,722.05 

  三、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量： 

    

    吸收投资收到的现金     

    其中：子公司吸收少数股东
投资收到的现金 

    

    取得借款收到的现金 123,000,000.00 87,557,190.00 

    发行债券收到的现金     

    收到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
的现金 

    

      筹资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123,000,000.00 87,557,190.00 

    偿还债务支付的现金 70,000,000.00 100,357,900.00 

    分配股利、利润或偿付利息
支付的现金 

9,611,296.02 9,067,077.74 

    其中：子公司支付给少数股
东的股利、利润 

    

    支付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
的现金 

    

      筹资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79,611,296.02 109,424,977.74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净额 

43,388,703.98 -21,867,787.74 

四、汇率变动对现金及现金等价

物的影响 
-13,967.99  

五、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 73,437,507.14 2,473,266.26 

    加：期初现金及现金等价物
余额 

317,543,994.76  

六、期末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余额 390,981,501.90 2,473,266.26 

4.4 审计报告 

审计意见： 未经审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