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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第三季度季度报告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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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第三季度财务报告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 

1.3 公司董事长戴国平、总经理王君平及财务总监冯晔锋声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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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06,420,450.21 1,270,538,107.21 -5.0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元） 712,882,987.19 710,497,390.90 0.34% 

股本（股） 218,431,000.00 218,431,000.00 0.0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元/

股） 
3.26 3.25 0.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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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6,059,401.61 -13.54% 783,163,013.08 -6.1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14,759,206.14 -20.60% 35,550,623.58 -11.42%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 - 54,230,218.48 40.74% 

每股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股） 
- - 0.25 38.89%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7 -22.22% 0.16 -11.11%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7 -22.22% 0.16 -11.11%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2.09% -0.64% 4.96% -0.89%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加权平均净资产

收益率（%） 
1.60% -0.98% 3.26% -1.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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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注（如适用）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 89,934.11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但与公司正常经营业务密切相关，符合

国家政策规定、按照一定标准定额或定量持续享受的政府补助除外 
6,025,976.26 

政府补助主要为：1）宁

波市鄞州区技改大项目

补助、超 5 亿企业奖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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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放型经济奖励等

1,670,000 元；2）宁波市

展位补贴、出口信保补贴

等 959,9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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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740,020.00 

未交割远期结售汇的公

允价值变动损益及已交

割部分产生的投资收益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741,984.93  

所得税影响额 -3,966,522.98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 -5,356.58  

合计 12,142,065.8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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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5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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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雅戈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32,646,200 人民币普通股 

广博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21,397,659 人民币普通股 

宁波广联投资有限公司 14,753,349 人民币普通股 

宁波兆泰投资有限公司 14,642,769 人民币普通股 

王利平 9,718,093 人民币普通股 

王君平 4,606,637 人民币普通股 

杨士力 1,900,651 人民币普通股 

朱国章 1,627,032 人民币普通股 

陈银珠 1,015,393 人民币普通股 

曾金标 809,2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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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序号 报表项目 
期末或本期数 

（元） 

年初或上年同期数 

（元） 

增减幅度 

（％） 
原因 

1 交易性金融资产   6,409,260.00        -     100.00  
主要是因公司开展的远

期结售汇业务所致 

2 其他应收款  29,827,419.91  95,601,627.10     -68.80  

主要是因本期收到房产

转让款及火灾保险理赔

款所致 

3 在建工程  49,237,077.14 

     

 34,496,193.01  

 

42.73 主要是因新建厂房所致 

4 短期借款 29,400,000.00 50,000,000.00 -41.20 
主要是因归还银行流动

资金贷款所致 

5 应付职工薪酬 

    

19,545,192.95 

 

    28,000,495.13 -30.20 
主要是因支付了上年度

工资、奖金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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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应付票据 77,394,888.25 138,057,000.00 -43.94 
主要是本期支付到期银

行承兑所致 

7 应交税费 4,446,827.56      10,013,441.70      -55.59 
主要是由于上年计提的

税费本期已上交所致 

8 
一年内到期的非

流动负债 
    - 150,000,000.00    -100.00 

主要是因归还银行长期

借款所致 

9 长期借款 

   

200,000,000.00 

 

     - 100.00 主要是因新增贷款所致 

10 财务费用  11,729,786.16    6,382,796.60      83.77 

主要是因本期利息净支

出及汇兑净损失增加所

致 

11 
公允价值变动收

益 
  6,409,260.00     1,557,200.00   311.59  

主要是因本期公司增加

了远期结售汇业务的交

易金额所致 

12 
经营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量净额 
 54,230,218.48     38,531,224.02  40.74     

主要是因收到保险理赔

款所致 

13 
投资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量净额 
14,214,167.23  -71,795,737.84     119.80  

主要是因本期有收到广

博国贸中心剩余房产转

让款，而上年同期购置土

地所致 

14 
筹资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量净额 
-58,208,138.17  84,445,935.34     -168.93 

主要是因上期新增贷款

净额高于本期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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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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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了降低汇率波动的影响，公司于 2011 年 3 月 28 日第四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增加 2011 年度远期结售汇额

度的公告议案》。本期公司控股子公司宁波广博进出口有限公司与银行签订了远期结汇协议，协议额度为 16000 万美元。截止

2011 年 9 月 30 日，该协议项下已实现远期结汇 4600 万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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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 无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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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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 无 无 

发行时所作承诺 

王利平先生、雅

戈尔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广博投

资控股有限公

司、王君平先生、

宁波广联投资有

限公司、宁波兆

泰投资有限公司 

避免同业竞争的承诺 履行 

其他承诺（含追加承诺） 无 无 无 

3.4 对 2011 年度经营业绩的预计 

2011 年度预计的经营业绩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比上年同期下降幅度小于 50% 

2011 年度净利润同比变动幅

度的预计范围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比上年同期下降幅度

为： 
0.00% ～～ 30.00% 

2010 年度经营业绩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60,160,840.62 

业绩变动的原因说明 
在人民币升值和成本提高的宏观环境下，公司将积极开发新客户新市场，进一步加强渠道建设，

加大产品研发，优化经营销售管理，提高公司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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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告期没有接待投资者实地调研、沟通和书面问询。 

 

 

 

 

 

广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1 年 10 月 2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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