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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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确性和完整性负个别及连带责任。 

1.2 本季度报告已经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公司全体董事出席了本次会议。 

1.3 公司第三季度财务报告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 

1.4 公司负责人李占通、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常士生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高莹声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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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 

 2011.9.30 2010.12.31 增减幅度（%） 

总资产（元） 637,329,649.09 678,653,331.02 -6.0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元） 308,619,367.68 281,912,474.24 9.47% 

股本（股） 223,336,429.00 223,336,429.00 0.0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元/股） 1.382 1.262 9.51% 

 2011 年 7-9 月 
比上年同期 

增减（%） 
2011 年 1-9 月 

比上年同期 

增减（%） 

营业总收入（元） 166,246,285.61 458.14% 350,140,178.62 94.0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19,764,163.97 1,428.85% 26,706,893.44 166.26%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 - 41,263,492.10 118.62% 

每股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股） - - 0.185 117.65%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88 1,357.14% 0.120 166.67%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88 1,357.14% 0.120 166.67%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6.65% 
增加 7.17 个

百分点 
9.05% 

增加 5.48 个

百分点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6.31% 
增加 6.87 个

百分点 
8.68% 

增加 5.18 个

百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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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经常性损益项目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 金额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 -97,755.60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 2,194,300.00 

处置交易性金融资产取得的投资收益 -13,736.06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601,947.83 

所得税影响额 -366,331.43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 -44,708.06 

合计 1,069,82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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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2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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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津大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51,676,886 人民币普通股 

天津市集睿科技投资有限公司 5,0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深圳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1,540,000 人民币普通股 

中国银行－泰信蓝筹精选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1,054,799 人民币普通股 

深圳市深安企业有限公司 616,000 人民币普通股 

中国建设银行－摩根士丹利华鑫多因子精选策略股票型

证券投资基金 
610,600 人民币普通股 

成都银河动力股份有限公司 591,000 人民币普通股 

郑秀光 574,328 人民币普通股 

张镜明 5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钟文俊 449,3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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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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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1 资产变动情况  

                                                                单位：万元 

项目 
2011 年 

9 月 30 日 

2011 年 

1 月1日 
增减额 增减幅度 变动原因 

货币资金 8,532.14 12,842.84 -4,310.70 -33.57% 
主要是本期归还上海银行短期贷款3,000万元

及东亚银行长期借款 1,690.17 万元。 

应收账款 238.68 725.55 -486.87 -67.10% 主要是本期收回商品销售款增加所致。 

预付账款 1,124.28 648.48 475.80 73.37% 主要是本期预付天然气和液化气款增加所致。 

其他应收款 1,271.91 498.27 773.64 155.27% 
主要是 9 月末信用卡客户消费款 850.66 万元

未及时回笼。 

存货 3,374.47 2,567.73 806.74 31.42% 
主要是品牌专柜网点增加，相应增加库存商品

所致。 

递延所得税

资产 
88.30 382.47 -294.17 -76.91% 

主要是本期可弥补上年度亏损产生的递延所

得税资产减少 294.16 万元。 

短期借款 6,867.56 9,867.56 -3,000.00 -30.40% 主要是本期归还上海银行借款 3,000 万元。 

应交税费 250.93 140.45 110.48 78.66% 
主要是本期因确认写字楼销售收入，相应增加

有关税费。 

其他应付款 2,066.76 1,575.85 490.91 31.15% 主要是代收写字楼产权税费等所致。 

一年内到期

的非流动负债 
0.00 490.00 -490.00 -100.00% 主要是本期偿还银行贷款所致。 

未分配利润 5,017.16 2,346.47 2,670.69 113.82% 主要是利润增加所致。 

3.1.2 利润变动情况 

                                                                                 单位：万元 

项目 
2011 年 

7-9 月 

2010 年 

7-9 月 
增减额 增减幅度 变动原因 

营业收入 16,624.63 2,978.57 13,646.06 458.14% 

主要原因：①本期确认子公司成都华联商厦有

限责任公司写字楼销售收入8,047.69万元；②商

业零售业因营业面积扩大以及上年同期停业装

修，本期营业收入比上年同期增加 7,934.02万元。 

营业成本 10,651.96 1,608.69 9,043.27 562.15% 主要是营业收入增加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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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业税费 779.72 145.14 634.58 437.22% 主要是营业收入增加所致。 

销售费用 1,285.83 687.61 598.22 87.00% 
主要是商业零售业因营业面积扩大增加人工费

等营运费用和写字楼营销费用等。 

管理费用 821.52 606.44 215.08 35.47% 
主要是商业零售业新增资产摊提费用，以及人

工费用增加。 

财务费用 197.91 142.71 55.20 38.68% 
主要是随着华联商厦二期工程基本完工，利息

计入资本化的金额减少。 

投资净收益 26.06 10.59 15.47 146.08% 主要是本期收到分红款增加所致。 

营业利润 2,913.75 -201.43 3,115.18 1,546.53% 

主要是子公司成都华联商厦有限责任公司营业

收入增加，营业利润相应比上年同期增加

2,793.73 万元。 

利润总额 2,914.17 -201.37 3,115.54 1,547.17% 主要是营业利润增加所致。 

所得税 939.50 -53.71 993.21 1,849.21% 主要是本期应税利润增加所致。 

净利润 1,974.67 -147.66 2,122.33 437.31% 主要是本期利润总额增加所致。 

 

3.1.3 现金流量变动情况  

                                                              单位：万元 

项目 
2011 年 

1-9 月 

2010 年 

1-9 月 
增减额 增减幅度 变动原因 

经营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量净额 
4,126.35 1,887.49 2,238.86 118.62% 主要是营业收入现金流入增加所致。 

投资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量净额 
-1,206.78 -8,533.74 7,326.96 85.86% 

主要本期支付华联商厦二期工程比上年

同期减少 8,707.27 万元。 

筹资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量净额 
-7,230.27 -2,453.79 -4,776.48 -194.66% 

主要是本期偿还银行借款比上年同期增

加 4,512.83 万元。 

 

3.2 重大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3.2.1 非标意见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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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2 公司存在向控股股东或其关联方提供资金、违反规定程序对外提供担保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3.2.3 日常经营重大合同的签署和履行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3.2.4 其他 

√ 适用 □ 不适用 

本公司全资子公司成都华联商厦有限责任公司投资开发的华联东环广场（华联商厦二期工程）项目，

至本报告期末已累计投入资金 19,157.03 万元，工程投入占预算比例为 101.94%，本报告期确认写字楼销

售收入 8,047.69 万元。 

本公司参股公司大连大通鑫裕矿业有限公司购买辽宁省大连瓦房店市草道沟多金属矿相关探矿权事

宜尚在办理过程中。 

3.3 公司、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承诺事项履行情况 

上市公司及其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公司持股 5%以上股东及其实际控制人等有关方在报告期内或

持续到报告期内的以下承诺事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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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需说明的重大事项 

3.5.1 证券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3.5.2 报告期接待调研、沟通、采访等活动情况表 

接待时间 接待地点 接待方式 接待对象 谈论的主要内容及提供的资料 

2011 年 7-9 月 公司办公地 电话沟通 投资者 公司经营情况、写字楼销售情况。 

3.6 衍生品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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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1 报告期末衍生品投资的持仓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四川大通燃气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李占通 

二○一一年十月二十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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