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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山公用事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第一季度季度报告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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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第一季度财务报告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 
1.3 公司负责人陈爱学、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徐化群及会计机构负责人刘晓可声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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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期末 增减变动 

资产总额（元） 7,459,319,635.48 7,990,287,966.26 -6.6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元） 5,769,780,063.21 5,657,763,700.34 1.98%

总股本（股） 598,987,089.00 598,987,089.00 0.0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元/股） 9.63 9.45 1.98%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增减变动 

营业总收入（元） 175,878,323.19 174,318,053.49 0.9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77,882,839.52 109,998,050.28 -29.20%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34,787,659.90 35,906,074.93 -3.11%

每股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股） 0.06 0.06 0.00%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3 0.18 -29.20%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3 0.18 -29.2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36% 2.11% 下降 0.75 个百分点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36% 2.07% 下降 0.71 个百分点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 年初至报告期末金额  附注（如适用）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 -226,294.06 

除同公司正常经营业务相关的有效套期保值业务外，持有交易性金

融资产、交易性金融负债产生的公允价值变动损益，以及处置交易

性金融资产、交易性金融负债和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取得的投资收益

710,904.11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169,650.82 

所得税影响额 -163,565.22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 -132,240.95 

合计 358,454.7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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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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6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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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山市古镇自来水厂 22,095,338 人民币普通股 

中山市三乡水务有限公司 18,839,423 人民币普通股 

中山市东凤自来水厂 13,605,816 人民币普通股 

中山市东升供水有限公司 11,310,969 人民币普通股 

中山中汇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2,446,018 人民币普通股 

中山市板芙供水有限公司 2,219,595 人民币普通股 

沈阳冠伊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1,780,000 人民币普通股 

佛山市商贸资产经营有限公司 1,620,000 人民币普通股 

中国民族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1,0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厦门恒兴集团有限公司 64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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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资产负债表： 
1、货币资金较年初减少 70.55%，主要是由于偿还了 2011 年第一期短期融资券； 
2、应收账款较年初增长 76.95%，主要是由于公司控股子公司供水公司增加应收水费； 
3、预付款项较年初增长 63.02%，主要是由于公司控股子公司供水公司增加购设备预付款； 
4、预收款项较年初增长 61.96%，主要是市场经营预收款项的增加； 
5、应付利息较年初减少 51.54%，主要是由于支付了 2011 年第一期短期融资券利息； 
6、其他流动负债较年初减少 45.77%，主要是由于支付了 2011 年第一期短期融资券。 
利润表： 
1、营业外收入较上年同期减少 87.63%，主要是由于控股子公司供水公司去年同期收到政府补助款； 
2、营业外支出较上年同期减少 73.04%，主要是由于去年同期公司支付收购中山中裕房地产置业有限公司股权转让违约金； 
3、所得税费用较上年同期减少 65.88%，主要是由于利润总额减少所致； 
4、净利润较上年同期减少 29.20%，主要是我司按权益法核算广发证券的投资收益减少所致； 
5、其他综合收益较上年同期增长 397.76%，主要是按照权益法核算的被投资单位的其他综合收益增加所致。 
现金流量表：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较上年同期减少 903.96%，主要是由于去年同期发行 2011 年第一期短期融资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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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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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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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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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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承诺事项 承诺人 承诺内容 履行情况 

股改承诺 
中山中汇投资

集团有限公司

为了增强流通股股东的

持股信心，激励管理层

的积极性，使管理层与

公司股东的利益相统

一，中汇集团同意公司

在股权分置改革完成后

按有关规定制订管理层

股权激励计划。 

履行中 

收购报告书或权益变动报告书中所作承诺 无 无 无 

重大资产重组时所作承诺 
中山中汇投资

集团有限公司

公司控股股东中汇集团

承诺自股份上市之日起

三年内不得转让，限售

期满后方可上市流通 

履行完毕 

发行时所作承诺 无 无 无 

其他承诺（含追加承诺） 无 无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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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待对象类型 接待对象 谈论的主要内容及提供的资料

2012 年 1 月 19 日 公司办公室 实地调研 机构 中海基金 
公司未来的战略发展及主营业

务情况，提供 2010 年年度报告

印刷版及公司期刊。 

2012 年 2 月 14 日 公司接待室 实地调研 机构 华泰证券 
公司未来的战略发展及主营业

务情况，提供 2010 年年度报告

印刷版及公司期刊。 

2012 年 1 月 1 日

2012 年 3 月 31 日 公司办公室 电话沟通 个人 投资者 公司未来的战略发展及主营业

务等情况，无提供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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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衍生品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3.6.1 报告期末衍生品投资的持仓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