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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重要提示 

1.1 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其董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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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会议。 

 

1.3 公司第三季度财务报告未经审计。 

 

1.4  

公司负责人姓名 王剑峰 

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姓名 杨德玉 

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姓名 王增吉 

公司负责人王剑峰、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杨德玉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王增吉声明：保

证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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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币种:人民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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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 1,126,264.57 0 不适用

所有者权益（或股东权益）(元) -6,950,393.67 -1,500,497.34 不适用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元/股） -0.037 -0.008 不适用

 
年初至报告期期末 

（1－9 月） 

比上年同期增

减(%)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6,223,735.43 -102.56

每股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股） -0.034 -102.56

 
报告期 

（7－9 月） 

年初至报告期期

末（1－9 月） 

本报告期比上

年同期增减

(%)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406,788.19 -5,449,896.33 -100.24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02 -0.029 -100.24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02 -0.029 不适用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02 -0.029 -10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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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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期末股东总数（户） 15,679

前十名无限售条件流通股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全称） 
期末持有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

数量 
种类 

宁波均胜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40,535,048 人民币普通股  

辽源市财政局 11,122,180 人民币普通股  

苏州兆成展馆经营管理有限公司 2,279,134 人民币普通股  

恒达高投资有限公司 1,428,000 人民币普通股  

吴建利 1,413,765 人民币普通股  

王天伦 1,369,400 人民币普通股  

陈嘉伟 1,364,500 人民币普通股  

杨文辉 1,155,032 人民币普通股  

邢远 1,065,337 人民币普通股  

姚钢 1,000,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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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0 年第三季度破产重整计划执行完毕，公司资产全部拍卖及债务重组产生收益。公司完成破产

重整后，全部资产和负债已被剥离。截止 2011 年第三季度尚未成完成资产重组工作，重组资产未注入，

故报告期内仍无生产经营及其他收入来源。 

    以上原因，致使各项财务指标与 2010 年同期有大幅度变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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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1 年 4 月 15 日，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方案的

议案》、《关于签署〈辽源得亨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报告书（草案）〉的议案》、

《关于签署〈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的议案》。 

    2011 年 5 月 9 日，公司 2011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以上议案。根据《上市公司重大

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等相关规定，公司已于 2011 年 5 月向中国证监会报送了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申请

文件。 

    2011年 6月 24日公司收到中国证监会就上述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申请发出的111007号

《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项目审查一次反馈意见通知书》（以下简称“反馈意见”），要求本公司于收

到反馈意见之日起 30 个工作日内向其补充提供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的反馈意见回复。 

    鉴于公司对反馈意见中的相关事项还需进一步落实，预计无法在规定时间内完成回复材料并报送

中国证监会。为此，公司已向中国证监会提交延期报送反馈意见回复材料的请示并于 2011 年 8 月 6

日、9 月 6 日分别履行了信息披露义务。 



600699  辽源得亨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第三季度报告 

 4

    2011 年 10 月 19 日，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方案已获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并购重组审

核委员会 2011 年第 32 次并购重组委工作会议有条件审核通过。 

    公司将根据项目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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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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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期内现金分红政策的执行情况 

报告期公司没有现金分红情况。 

 

 

 

辽源得亨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王剑峰 

2011 年 9 月 3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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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附录 

4.1  

资产负债表 

2011 年 9 月 30 日 

编制单位: 辽源得亨股份有限公司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审计类型:未经审计 

项目 期末余额 年初余额 

流动资产：    

    货币资金 276,264.57

    交易性金融资产 

    应收票据 

    应收账款 

    预付款项 

    应收利息 

    应收股利 

    其他应收款 850,000.00

    存货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资产 

    其他流动资产 

      流动资产合计 1,126,264.57

非流动资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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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投资性房地产 

    固定资产 

    在建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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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发支出 

    商誉 

    长期待摊费用 

    递延所得税资产 

    其他非流动资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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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流动资产合计 

        资产总计 1,126,264.57 0

流动负债：   

    短期借款 

    交易性金融负债 

    应付票据 

    应付账款 

    预收款项 

    应付职工薪酬 

    应交税费 7,656.44 497.34

    应付利息 

    应付股利 

    其他应付款 8,069,001.80 1,500,000.00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 

    其他流动负债 

      流动负债合计 8,076,658.24 1,500,497.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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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076,658.24 1,500,497.34

所有者权益（或股东权益）：   

    实收资本（或股本） 185,723,709.00 185,723,709.00

    资本公积 217,551,635.11 217,551,635.11

    减：库存股 

    专项储备 

    盈余公积 23,991,952.06 23,991,952.06

    一般风险准备 

    未分配利润 -434,217,689.84 -428,767,793.51

所有者权益（或股东权益）合计 -6,950,393.67 -1,500,497.34

        负债和所有者权益（或股东权益）总计 1,126,264.57

公司法定代表人: 王剑峰    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杨德玉    会计机构负责人:王增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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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利润表 

编制单位: 辽源得亨股份有限公司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审计类型：未经审计 

项目 
本期金额 

（7－9 月）

上期金额 

（7－9 月） 

年初至报告期

期末金额（1-9

月） 

上年年初至报告

期期末金额（1-9

月） 

一、营业收入 34,300,480.87  123,078,805.45

    减：营业成本 38,727,374.15  132,834,712.51

        营业税金及附加 90,587.07  375,117.81

        销售费用 324,120.24  1,041,185.71

        管理费用 406,913.73 12,239,229.25 5,450,242.53 20,142,800.87

        财务费用 -125.54 48,911.10 -346.20 21,974,252.23

        资产减值损失  1,717,931.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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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营业利润（亏损以“－”

号填列） 
-406,788.19 -17,129,740.94 -5,449,896.33 -55,007,195.16

    加：营业外收入 1,310,618,082.32  1,310,883,332.05

    减：营业外支出 1,120,495,324.54  1,120,495,824.54

      其中：非流动资产

处置损失 
 

三、利润总额（亏损总额

以“－”号填列） 
-406,788.19 172,993,016.84 -5,449,896.33 135,380,312.35

    减：所得税费用  

四、净利润（净亏损以“－”

号填列） 
-406,788.19 172,993,016.84 -5,449,896.33 135,380,312.35

五、每股收益：     

    （一）基本每股收益 -0.002 0.93 -0.029 0.73

    （二）稀释每股收益 -0.002 0.93 -0.029 0.73

六、其他综合收益  

七、综合收益总额 -406,788.19 172,993,016.84 -5,449,896.33 135,380,312.35

公司法定代表人: 王剑峰  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杨德玉  会计机构负责人:王增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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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现金流量表 

2011 年 1—9 月 

编制单位: 辽源得亨股份有限公司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审计类型:未经审计 

项目 
年初至报告期期末金额

（1-9 月） 

上年年初至报告期期末

金额（1-9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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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6,073,125.18

    收到的税费返还 

    收到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330,670,449.60

      经营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386,743,574.78

    购买商品、接受劳务支付的现金 84,725,843.43

    支付给职工以及为职工支付的现金 478,170.49 19,082,863.25

    支付的各项税费 2,057,187.32

    支付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5,745,564.94 37,750,626.34

      经营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6,223,735.43 143,616,520.34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6,223,735.43 243,127,054.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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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投资支付的现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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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投资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三、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吸收投资收到的现金 

    取得借款收到的现金 10,000,000.00

    发行债券收到的现金 

    收到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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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筹资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10,000,000.00

    偿还债务支付的现金 3,500,000.00 197,161,748.47

    分配股利、利润或偿付利息支付的现金 3,298,283.00

    支付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筹资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3,500,000.00 200,460,031.47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6,500,000.00 -200,460,031.47

四、汇率变动对现金及现金等价物的影响 

五、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 276,264.57 42,667,022.97

    加：期初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余额 

六、期末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余额 276,264.57 42,667,022.97

公司法定代表人: 王剑峰    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杨德玉    会计机构负责人:王增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