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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山公用事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3 年第三季度报告正文 

第一节 重要提示 

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季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

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次季报的董事会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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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度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第二节 主要财务数据及股东变化 

一、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因会计政策变更及会计差错更正等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

减 

总资产（元） 7,977,886,669.79 7,642,459,932.10 4.3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

产（元） 
6,345,561,003.75 6,047,261,638.92 4.93% 

 本报告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

期增减 
年初至报告期末 

年初至报告期末比

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元） 232,466,659.83 0.74% 633,551,742.04 4.2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元） 
166,535,835.24 78.95% 393,652,065.45 29.5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

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元） 
161,771,075.88 79.16% 381,665,948.78 28.78% 



中山公用事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3 年第三季度报告正文 

2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

额（元） 
-- -- 191,831,581.33 14.97%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22 83.33% 0.51 29.51%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22 83.33% 0.51 29.51%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2.69% 下降 0.44个百分点 6.35% 上升 1.11个百分点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项目 年初至报告期期末金额 说明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包括已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冲

销部分） 
83,304.41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与企业业务密切相关，按

照国家统一标准定额或定量享受的政府补助除外） 
8,160,000.00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7,738,184.48  

减：所得税影响额 3,995,372.22  

合计 11,986,116.67 -- 

对公司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 1号——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界定

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以及把《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 1号——非经常

性损益》中列举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的项目，应说明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二、报告期末股东总数及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股东总数 33,642 

前 10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

件的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中山中汇投资集

团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62.25% 484,707,681 120,375,426 质押 94,419,800 

中山市古镇自来

水厂 
境内非国有法人 3.69% 28,723,940    

中山市三乡水务

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3.15% 24,491,250    

中山市东凤自来

水厂 
境内非国有法人 2.27% 17,687,562    



中山公用事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3 年第三季度报告正文 

3 

中山市东升供水

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1.89% 14,704,260    

中山市板芙供水

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0.37% 2,885,474    

佛山市商贸资产

经营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0.27% 2,106,000    

重庆国际信托有

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0.24% 1,881,952    

成晓舟 境内自然人 0.18% 1,386,036    

唐增姝 境内自然人 0.17% 1,295,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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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份种类 数量 

中山中汇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364,332,255 人民币普通股 364,332,255 

中山市古镇自来水厂 28,723,940 人民币普通股 28,723,940 

中山市三乡水务有限公司 24,491,250 人民币普通股 24,491,250 

中山市东凤自来水厂 17,687,562 人民币普通股 17,687,562 

中山市东升供水有限公司 14,704,260 人民币普通股 14,704,260 

中山市板芙供水有限公司 2,885,474 人民币普通股 2,885,474 

佛山市商贸资产经营有限公司 2,106,000 人民币普通股 2,106,000 

重庆国际信托有限公司 1,881,952 人民币普通股 1,881,952 

成晓舟 1,386,036 人民币普通股 1,386,036 

唐增姝 1,295,107 人民币普通股 1,295,107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

说明 

公司前十名股东中持有有限售条件流通股股份的国有股东、法人股各股东

之间无关联关系，亦无属于《上市公司股东持股变动信息披露管理办法》

中规定的一致行动人情况。其他各无限售条件流通股股东之间，公司无法

判断有无关联关系，也无法判断是否属于《上市公司股东持股变动信息披

露管理办法》中规定的一致行动人情况。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明 无。 

公司股东在报告期内是否进行约定购回交易 

□ 是 √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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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重要事项 

一、报告期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发生重大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资产负债表： 

1、应收账款较年初增长69.23%，主要是应收水费和应收污水处理费增加所致； 

2、预付款项较年初增长258.33%，主要是工程预付款增加所致； 

3、应收股利较年初减少92.82%，主要是收回联营公司的股利； 

4、其他应收账款较年初增长78.16%，主要是公司其他应收往来款增加所致； 

5、其他流动资产较年初增长100%，主要是购买银行保本理财产品增加所致； 

6、预收款项较年初增长72.64%，主要是公司外接工程项目的预收款增加所致； 

7、应付利息较年初增长423.60%，主要是应付公司债利息增加所致； 

8、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较年初减少52.63%，主要是归还到期的银行借款所致。 

利润表： 

1、资产减值损失较上年同期增长326.44%，主要是计提的坏帐准备增加所致； 

2、营业外收入较上年同期增长52.87%，主要是公司根据财税[2012]30号享受农村用水收入免

税优惠，使营业外收入同比增加; 

3、营业外支出较上年同期减少36.26%，主要是非流动资产处置损失减少所致； 

4、所得税费用较上年同期增长106.74%，主要是由于利润总额增加所致； 

5、其他综合收益较上年同期减少146.85%，主要是按照权益法核算的被投资单位的其他综合

收益减少所致。 

现金流量表： 

1、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较上年同期减少240.05%，主要是购买银行保本理财产品增

加所致; 

2、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较上年同期增长88.35%，主要是由于去年同期偿还到期短期

融资券本息。 

 

二、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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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事项概述 披露日期 临时报告披露网站查询索引 

中汇集团通过进场交易方式购买公司转让

的中山公用工程有限公司 45%股权 

2013年 01月 09日 

《关于转让中山公用工程有限公司

45%股权的公告》（2013-003）在公司

指定披露媒体《证券时报》、《中国证

券报》、巨潮资讯网可查询。 

2013年 03月 12日 

《关联交易》（2013-009）在公司指

定披露媒体《证券时报》、《中国证券

报》、巨潮资讯网可查询。 

公司的全资子公司中山市供水有限公司作

为主发起人与其他 4位法人股东，分别是中

港客运联营有限公司、吉林敖东延边药业股

份有限公司、格兰仕（中山）家用电器有限

公司及中山华帝燃具股份有限公司共同出

资设立中山市公用小额贷款有限责任公司

（以下简称“公用小额贷款公司”）。公用

小额贷款公司注册资本拟定为人民币 2 亿

元，其中，公司以自有资金出资 6,000 万

元，占注册资本总额的 30%。 

2013年 05月 03日 

《中山公用事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联交易公告》（2013-021）在公司

指定披露媒体《证券时报》、《中国证

券报》、巨潮资讯网可查询。 

三、公司或持股 5%以上股东在报告期内发生或以前期间发生但持续到报告期内的承诺事项 

承诺事项 承诺方 承诺内容 承诺时间 承诺期限 履行情况 

股改承诺 中汇集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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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6年 01月 04日 长期 履约中 

收购报告书或权益变动

报告书中所作承诺 
     

资产重组时所作承诺 

中汇集团 

中汇集团不从事、且中汇

集团将通过法律程序确

保中汇集团之其他全资、

控股子企业均不从事任

何在商业上与公用科技

合并后经营的业务有直

接竞争的业务。 

2007年 11月 08日 长期 履约中 

中汇集团 

在不与法律、法规相抵触

的前提下，在权利所及范

围内，中汇集团以及其他

中汇集团之全资、控股子

2007年 11月 08日 长期 履约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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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在与公用科技进行

关联交易时将按公平、公

开的市场原则进行，并履

行法律、法规、规范性文

件和公用科技公司章程、

管理制度规定的程序，且

不通过与公用科技之间

的关联关系谋求特殊的

利益，不会进行有损公用

科技及其他股东利益的

关联交易。 

中汇集团 

中汇集团承诺在成为公

用科技的控股股东后，将

按照法律、法规及公司章

程依法行使股东权利，不

利用关联股东身份影响

公用科技的独立性，保持

公用科技在资产、人员、

财务、业务和机构等方面

的独立性。 

2007年 11月 08日 长期 履约中 

首次公开发行或再融资

时所作承诺 
     

其他对公司中小股东所

作承诺 
     

承诺是否及时履行 是 

未完成履行的具体原因

及下一步计划 
无。 

四、对 2013 年度经营业绩的预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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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证券投资情况 

（1）证券投资情况 

证券品

种 

证券代

码 

证券简

称 

最初投

资成本

（元） 

期初持

股数量

（股） 

期初持

股比例 

期末持

股数量

（股） 

期末持

股比例 

期末账

面值

（元） 

报告期

损益

（元） 

会计核

算科目 

股份来

源 

合计 0.00 0 -- 0 -- 0.00 0.00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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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有其他上市公司股权情况的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2）委托理财情况 

单位：万元 

受托人名

称 

委托理财

金额 

委托理财

起始日期 

委托理财终

止日期 

报酬确定

方式 

实际收回

本金金额 

本期实

际收益 

实际获

得收益 

是否经过

法定程序 

计提减值

准备金额 

是否关

联交易 

中国银行 15,000.00 2013-8-7 2013-10-9 
保本浮动

收益型 
0.00 0.00 0.00 是 0.00 否 

招商银行 10,000.00 2013-9-2 2013-10-28 
保本浮动

收益型 
0.00 0.00 0.00 是 0.00 否 

合计 25,000.00 -- -- -- 0.00 0.00 0.00 -- 0.00 -- 

说明：1、报告期内，公司上述两笔委托理财尚未到期。 

2、截止 2013年 10 月 9日，公司已收回委托中国银行理财款 15000 万元, 实际获得收

益为 108.74万元。 

六、衍生品投资情况 

无。 

七、报告期内接待调研、沟通、采访等活动登记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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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3年 09月 13日 公司七楼接待室 实地调研 机构 国信证券 
公司 2012年年报印刷

版及公司期刊 

2013年 07月 01日 

至 2013年 9月 30日 
董事会办公室 电话沟通 其他 公司投资者 

公司业务、运营状况、

战略等 

 

中山公用事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签名： 

（陈爱学） 

 

                                     

                                    二○一三年十月二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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