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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开平春晖股份有限公司2005年第三季度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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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郑植艺 因公出差 无 

谭毓筹 因公出差 张惟果 

1.4  本报告期财务报告未经审计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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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东省开平市长沙港口路10号 广东省开平市长沙港口路10号 

电话 （0750）2276949，2228111转286 （0750）2276949，2228111转286 

传真 （0750）2276959 （0750）2276959 

电子信箱 my0976@my0976.com gzw@my0976.com 

2.2  财务资料 

2.2.1  主要会计数据及财务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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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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65,553,588.32 2,135,714,533.12 1.40%

股东权益（不含少数

股东权益） 
1,016,773,673.79 1,070,739,161.90 -5.04%

每股净资产 2.41 2.54 -5.12%

调整后的每股净资产 2.41 2.54 -5.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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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8,827,326.35 403,313,788.55 -60.28%

每股收益 -0.06 -0.13 -166.67%

每股收益（注） -0.06 - - 

净资产收益率 -2.38% -5.31% -4.03%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

的净资产收益率 
-2.07% -6.29% 3.72%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 金额 

罚没收入 5,720.00

以前年度计提的资产减值准备转回 9,938,760.86

所得税的影响数 -1,887.60

合计 9,942,593.26

2.2.2  财务报表 

2.2.2.1  资产负债表 

单位：（人民币）元 

境内报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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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5,798,204.97 190,056,276.98

  短期投资 

  应收票据 4,494,946.00 34,830,000.00

  应收股利 

  应收利息 

  应收账款 53,309,112.79 47,995,584.82

  其他应收款 14,781,483.44 78,688,416.52

  预付账款 4,435,440.84 32,139,096.22

  应收补贴款 

  存货 409,296,040.11 549,972,386.04

  待摊费用 0.00

  一年内到期的长期

债权投资 

  其他流动资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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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流动资产合计 812,115,228.15 933,681,760.58

长期投资： 

  长期股权投资 101,076,294.13 5,001,000.00

  长期债权投资 

  长期投资合计 101,076,294.13 5,001,000.00

  合并价差 

固定资产： 

  固定资产原价 2,388,395,468.54 2,261,872,244.54

    减：累计折旧 1,058,233,580.19 973,123,066.91

  固定资产净值 1,330,161,888.35 1,288,749,177.63

    减：固定资产减

值准备 
145,558,679.17 145,558,679.17

  固定资产净额 1,184,603,209.18 1,143,190,498.46

  工程物资 

  在建工程 

  固定资产清理 

  固定资产合计 1,184,603,209.18 1,143,190,498.46

无形资产及其他资

产： 

  无形资产 67,758,856.86 53,841,274.08

  长期待摊费用 

  其他长期资产 

  无形资产及其他资

产合计 
67,758,856.86 53,841,274.08

递延税项： 

  递延税款借项 

资产总计 2,165,553,588.32 2,135,714,533.12

流动负债： 

  短期借款 510,210,155.74 515,796,044.64

  应付票据 279,510,000.00 130,000,000.00

  应付账款 262,306,673.76 331,929,470.37

  预收账款 51,668,949.93 73,069,030.26

  应付工资 

  应付福利费 5,165,359.56 5,686,094.45

  应付股利 1,513,063.42 1,513,063.42

  应交税金 -43,283,130.24 -64,397,906.05

  其他应交款 

  其他应付款 5,698,928.14 3,386,651.84

  预提费用 16,489,914.22 8,492,922.29

  预计负债 4,500,000.00 4,500,000.00

  一年内到期的长期

负债 
55,000,000.00 20,000,000.00

  其他流动负债 

  流动负债合计 1,148,779,914.53 1,029,975,371.22

长期负债： 

  长期借款 35,000,000.00

  应付债券 

  长期应付款 

  专项应付款 

  其他长期负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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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长期负债合计 35,000,000.00

递延税项： 

  递延税款贷项 

负债合计 1,148,779,914.53 1,064,975,37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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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344,232.00 26,344,234.00

  未分配利润 -12,377,792.87 41,587,695.24

    其中：现金股利 41,587,695.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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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16,773,673.79 1,070,739,161.90

负债和所有者权益

（或股东权益）合计 
2,165,553,588.32 2,135,714,533.12

2.2.2.2  本报告期利润及利润分配表 

单位：（人民币）元 

境内报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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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17,975,988.87 754,096,715.31

  减：主营业务成本 530,211,365.49 716,516,114.48

      主营业务税金

及附加 
780,997.34

二、主营业务利润（亏

损以“-”号填列） 
-12,235,376.62 36,799,603.49

  加：其他业务利润

（亏损以“-”号填列）
5,875,498.18 3,826,114.79

  减：营业费用 1,837,695.11 687,067.04

      管理费用 8,877,814.89 6,518,401.47

      财务费用 9,960,502.27 8,101,503.29

三、营业利润（亏损

以“-”号填列） 
-27,035,890.71 25,318,746.48

  加：投资收益（亏

损以“-”号填列） 
2,875,294.13

      补贴收入 

      营业外收入 300.00 8,400.00

  减：营业外支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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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利润总额（亏损

以“-”号填列） 
-24,160,296.58 25,327,146.48

  减：所得税 7,586,116.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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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160,296.58 17,741,029.99

  加：年初未分配利

润 

      其他转入 

六、可供分配的利润 -24,160,296.58 17,741,02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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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160,296.58 17,741,02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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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160,296.58 17,741,02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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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219,730.73

  5．债务重组损失 

  6．其他 

2.2.2.3  年初到报告期末利润及利润分配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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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人民币）元 

境内报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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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08,812,767.42 1,452,012,396.94

  减：主营业务成本 1,930,203,997.06 1,367,049,774.09

      主营业务税金

及附加 
1,550,922.90

二、主营业务利润（亏

损以“-”号填列） 
-21,391,229.64 83,411,699.95

  加：其他业务利润

（亏损以“-”号填列）
11,694,741.26 10,180,047.37

  减：营业费用 11,404,977.13 1,815,568.52

      管理费用 6,894,878.57 16,622,798.25

      财务费用 28,850,158.16 22,170,977.65

三、营业利润（亏损

以“-”号填列） 
-56,846,502.24 52,982,402.90

  加：投资收益（亏

损以“-”号填列） 
2,875,294.13

      补贴收入 

      营业外收入 5,720.00 11,835.71

  减：营业外支出 

四、利润总额（亏损

以“-”号填列） 
-53,965,488.11 52,994,238.61

  减：所得税 14,890,618.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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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3,965,488.11 38,103,619.73

  加：年初未分配利

润 
41,587,695.24 13,704,512.29

      其他转入 

六、可供分配的利润 -12,377,792.87 51,808,132.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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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377,792.87 51,808,132.02

  减：应付优先股股

利 

      提取任意盈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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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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377,792.87 51,808,132.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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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219,730.73

  5．债务重组损失 

  6．其他 

2.2.2.4  年初到报告期末现金流量表 

单位：（人民币）元 

境内报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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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54,587,703.61

  收到的税费返还 

  收到的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74,548,978.75

        现金流入小计 2,529,136,682.36

  购买商品、接受劳务支付的现金 2,054,024,376.26

  支付给职工以及为职工支付的现金 26,734,125.76

  支付的各项税费 17,289,875.54

  支付的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27,774,516.25

        现金流出小计 2,125,822,893.81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403,313,788.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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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570.00

  收到的其他与投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现金流入小计 20,570.00

  购建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

产所支付的现金 
141,097,031.00

  投资所支付的现金 93,20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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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支付的其他与投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现金流出小计 234,297,031.00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34,276,46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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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93,778,784.12

  收到的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现金流入小计 693,778,784.12

  偿还债务所支付的现金 699,364,673.02

  分配股利、利润或偿付利息所支付的现

金 
27,709,510.66

  支付的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现金流出小计 727,074,183.68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33,295,399.56

四、汇率变动对现金的影响 

五、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 135,741,927.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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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3,965,488.11

    加：计提的资产减值准备 -9,938,760.86

        固定资产折旧 85,141,719.28

        无形资产摊销 604,448.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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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996,991.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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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709,510.66

        投资损失（减：收益） -2,875,294.13

        递延税款贷项（减：借项） 

        存货的减少（减：增加） 145,468,984.00

        经营性应收项目的减少（减：增

加） 
121,778,237.28

        经营性应付项目的增加（减：减

少） 
81,393,440.28

        其他 

        少数股东损益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403,313,788.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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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5,798,204.97

    减：现金的期初余额 190,056,276.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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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5,741,927.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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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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1,6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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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肖琨 1,285,243.00 A股 

南海市西樵景泰贸易有限公司 500,000.00 A股 

陈佩霞 391,500.00 A股 

胡利东 387,900.00 A股 

朱荣刚 373,700.00 A股 

陈志勇 370,300.00 A股 

赵庆 370,300.00 A股 

王迅 360,200.00 A股 

刘佳玉 330,000.00 A股 

章吉云 33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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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期内，由于受生产用原材料价格上涨的影响和中国与欧美等国家的纺织品贸易摩

擦，影响了下游纺织服装企业对化纤产品的需求，公司出现经营性亏损。报告期内，公司

涤纶丝产量3.32万吨，锦纶丝0.25万吨，固相切片及聚酯切片为2.70万吨；累计销售涤纶丝

2.78万吨，锦纶丝0.15万吨，固相切片及聚酯切片1.79万吨，综合产销率75.28%，实现销售

收入51,797.60万元，主营业务利润－2,703.59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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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6,484.00 197,419.00 -0.47%

其中：关联交易 6,728.00 6,864.00 -2.02%

主营业务分产品情况 

涤纶丝 100,390.00 100,600.00 -0.21%

锦纶丝 15,560.00 14,584.00 6.27%

切片 74,931.00 77,801.00

其中：关联交易 6,728.00 6,864.00 -2.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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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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报告期内，公司召开200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大会决议通过了《关于广东开平春晖股份有限公

司董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以累积投票方式选举了罗伟、谭子良、关华玺、关海云、谭毓筹、张惟果、

郑植艺、关健、胡春辉先生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董事；大会决议通过了《关于广东开平春晖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以累积投票方式选举了谭文龙、黄朝晖先生为公司第四届监事会监事，吴启安

作为公司职工代表担任公司第四届监事会监事。（详情见2005年9月17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

《上海证券报》或登陆巨潮网站查看） 

2、报告期内，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选举罗伟先生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董事长。同时，

公司董事会聘任关海云先生为公司总经理，关华玺先生、余炎祯先生为公司副总经理，郑重华先生为公司

财务负责人，陈伟奇先生为公司董事会秘书。（详情见2005年9月17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

海证券报》或登陆巨潮网站查看） 

3、报告期内，公司第二大股东开平市工业材料公司将其持有的全部法人股4140万股（占公司总股本

9.83%）质押给中国光大银行广州东环支行，质押期限为2005年7月7日起至质权人申请解冻为止。（详情见

2005年7月9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或登陆巨潮网站查看）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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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省江门市中级人民法院对此案件尚未判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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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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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公司已在2004年度报告中将该担保事项作为预计负债处理。 

5、2004年12月13日，本公司收到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抄送的《关于广东开平春晖股份有限

公司国有股划转有关问题的批复》（国资产权〔2004〕1102号），批复同意广东省开平涤纶企业集团公司

将所持有的13117.59万股国家股中的2526.876万股无偿划转给开平市机电工业实业公司。按相关规定，本

次股权划转尚需开涤集团与机电公司签订相关协议，到目前为止，双方尚未就股权划转事宜签订相关协议。

（详情见2004年12月17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或登陆巨潮网站查看） 

6、2005年6月28日，本公司与开平三埠假日酒店签署《资产转让协议》，以2125万元的价格收购三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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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日酒店拥有的物业楼宇一幢，目前本公司已付清收购款项，资产产权已全部过户。（详情见2005年6月30

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或登陆巨潮网站查看） 

7、2004年9月14日，本公司与广东省开平涤纶企业集团公司签署《资产转让协议》，以2263.01万元的

价格收购开涤集团拥有的土地使用权和房屋建筑物，目前本公司已付清收购款项，土地使用权已完成过户

手续，房屋建筑物正在办理过户手续。（详情见2004年9月16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

券报》或登陆巨潮网站查看） 

8、2005年9月30日，本公司与Performance Fibers Asia LLC 签署《股权转让协议》，以1156.8万美

元的价格将本公司持有的联新公司30%股权转让给PFA。（详情见2005年10月22日《中国证券报》、《证券

时报》、《上海证券报》或登陆巨潮网站查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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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的纺丝专用设备占固定资产的80%，该部分设备每年的修理维护费用约1000万元。鉴于公司1986

年、1987年投入使用的纺丝专用设备现在还能正常运转并生产出质量合格的产品，为了使公司的生产成本

核算更加接近实际水平，提高产品竞争力，公司从第三季度起对公司纺丝专用设备的折旧年限由现在的14

年变更为1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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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鉴于公司目前的经营状况，公司2005年全年度净利润可能仍然为负，公司将根据经营情况的变化及时

发布业绩预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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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