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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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第一季度财务报告未经审计。 

 

1.4  

公司负责人姓名 王伟林 

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姓名 金鑫 

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姓名 邢海霞 

公司负责人王伟林、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金鑫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邢海霞声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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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962,009,661.30 3,914,420,238.38 1.22

所有者权益（或股东权益）(元) 1,119,158,919.62 1,112,951,334.28 0.5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元/

股） 
2.12 2.11 0.47

 年初至报告期期末 
比上年同期增减

(%)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253,599,006.08 -479.32

每股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股） 
-0.48 -500.00

 报告期 年初至报告期期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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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207,585.34 6,207,585.34 -57.24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1 0.01 -66.67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基本每股收益(元

/股) 
-0.03 -0.03 -400.00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1 0.01 -66.67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0.56 0.56 
减少60.28个百分

点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加权平均净资产

收益率（%） 
-1.57 -1.57 

减少 353.23 个百

分点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金额 说明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 -305.00 固定资产报废损失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52,950.00 罚款收入 

其他符合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的损益项目 23,662,756.63
处置子公司上海长春藤房

地产有限公司股权 

所得税影响额 -13,161.25  

合计 23,702,240.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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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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5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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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福建大乾数字信息有限公司 14,462,000 人民币普通股  
王栋  8,050,000 人民币普通股  
中国工商银行－富国天惠精选成长混合

型证券投资基金(LOF)   
7,200,494 人民币普通股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富国天合稳健

优选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5,099,614 人民币普通股  

顾振民 2,806,568 人民币普通股  
太原市唐都大酒店有限公司 2,694,639 人民币普通股  
姚伟 1,663,980 人民币普通股  
曾志锋   1,200,067 人民币普通股  
沈南华 1,006,000 人民币普通股  
上海世贸汽车贸易有限公司  98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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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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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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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上海南江（集团）有限公司及限售流通股一致行动人曾志锋、狄自中、金鑫和陈志坚承诺将按照《上

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上市公司股权分置改革管理办法》、《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

细则》等相关规定履行股份锁定等法定义务。华丽家族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实施之日起，在三十六个月

内不转让所持有的华丽家族股份,目前该承诺正常履行。 

2、控股股东南江集团承诺通过本次吸收合并后，华丽家族股份有限公司 2009 年度和 2010 年度实现的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合计不低于 6 亿元。若实际实现的利润数低于承诺数，南江集团将以现

金方式向上市公司补足该期间实际实现的净利润与承诺的利润数的差额部分，该承诺正常履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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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告期内，无现金分红政策执行。 

 

华丽家族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王伟林 

2010 年 4 月 2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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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附录  

4.1  

合并资产负债表 

2010 年 3 月 31 日 

编制单位: 华丽家族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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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92,436,668.17 829,764,589.10

    结算备付金 

    拆出资金 

    交易性金融资产 

    应收票据 

    应收账款 10,620.82 11,078,832.32

    预付款项 664,362,278.01 599,303,270.47

    应收保费 

    应收分保账款 

    应收分保合同准备金 

    应收利息 

    应收股利 

    其他应收款 10,554,033.25 1,774,198.26

    买入返售金融资产 

    存货 2,689,433,764.70 2,468,072,013.59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资产 

    其他流动资产 

      流动资产合计 3,956,797,364.95 3,909,992,903.74

非流动资产：   

    发放委托贷款及垫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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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54,854.94 4,269,893.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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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7,441.41 157,441.41

    其他非流动资产 

      非流动资产合计 5,212,296.35 4,427,334.64

          资产总计 3,962,009,661.30 3,914,420,238.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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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动负债：   

    短期借款 16,000,000.00 16,000,000.00

    向中央银行借款 

    吸收存款及同业存放 

    拆入资金 

    交易性金融负债 

    应付票据 

    应付账款 19,034,009.82 16,510,218.84

    预收款项 75,225,933.49

    卖出回购金融资产款 

    应付手续费及佣金 

    应付职工薪酬 333,739.33 344,044.11

    应交税费 123,330,844.02 191,784,797.76

    应付利息 

    应付股利 

    其他应付款 453,218,621.36 397,507,256.10

    应付分保账款 

    保险合同准备金 

    代理买卖证券款 

    代理承销证券款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 

    其他流动负债 

      流动负债合计 687,143,148.02 622,146,316.81

非流动负债：   

    长期借款 1,750,000,000.00 1,750,00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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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50,000,000.00 1,750,000,000.00

        负债合计 2,437,143,148.02 2,372,146,316.81

所有者权益（或股东权益）：   

    实收资本（或股本） 527,350,000.00 527,350,000.00

    资本公积 25,268,054.37 25,268,054.37

    减：库存股 

    专项储备 

    盈余公积 62,008,392.20 62,008,392.20

    一般风险准备 

    未分配利润 504,532,473.05 498,324,887.71

    外币报表折算差额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合计 1,119,158,919.62 1,112,951,334.28

    少数股东权益 405,707,593.66 429,322,587.29

          所有者权益合计 1,524,866,513.28 1,542,273,921.57

        负债和所有者权益总计 3,962,009,661.30 3,914,420,238.38

公司法定代表人: 王伟林  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金鑫  会计机构负责人:邢海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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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公司资产负债表 

2010 年 3 月 31 日 

编制单位: 华丽家族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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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504,016.98 2,187,222.56

    交易性金融资产 

    应收票据 

    应收账款 

    预付款项 327,100,000.00 257,100,000.00

    应收利息 

    应收股利 

    其他应收款 318,818,326.78 264,913,502.50

    存货 52,979,242.50 52,979,242.50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资产 

    其他流动资产 

      流动资产合计 704,401,586.26 577,179,967.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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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76,211,653.55 1,213,664,947.65

    投资性房地产 

    固定资产 3,795,515.06 3,398,754.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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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流动资产合计 1,180,007,168.61 1,217,063,702.14

        资产总计 1,884,408,754.87 1,794,243,669.70

流动负债：   

    短期借款 

    交易性金融负债 

    应付票据 

    应付账款 1,927,506.79

    预收款项 

    应付职工薪酬 

    应交税费 7,185,812.57 7,317,831.92

    应付利息 

    应付股利 

    其他应付款 862,307,221.02 888,638,120.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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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 

    其他流动负债 

      流动负债合计 871,420,540.38 895,955,952.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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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71,420,540.38 895,955,952.36

所有者权益（或股东权益）：   

    实收资本（或股本） 527,350,000.00 527,350,000.00

    资本公积 25,254,915.12 25,254,915.12

    减：库存股 

    专项储备 

    盈余公积 51,863,217.76 51,863,217.76

    一般风险准备 

    未分配利润 408,520,081.61 293,819,584.46

所有者权益（或股东权益）合计 1,012,988,214.49 898,287,717.34

        负债和所有者权益（或股东权益）总计 1,884,408,754.87 1,794,243,669.70

公司法定代表人: 王伟林  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金鑫  会计机构负责人:邢海霞 

 



600503  华丽家族股份有限公司 2010 年第一季度报告 

 8

4.2  

合并利润表 

2010 年 1—3 月 

编制单位: 华丽家族股份有限公司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审计类型：未经审计 

项目 本期金额 上期金额 

一、营业总收入 2,687,473.00 23,458,361.00

    其中：营业收入 2,687,473.00 23,458,361.00

          利息收入 

          已赚保费 

          手续费及佣金收入 

二、营业总成本 20,095,741.43 16,870,057.70

    其中：营业成本 2,064,787.00 9,023,917.93

          利息支出 

          手续费及佣金支出 

          退保金 

          赔付支出净额 

          提取保险合同准备金净额 

          保单红利支出 

          分保费用 

          营业税金及附加 86,187.05 520,474.47

          销售费用 5,825,030.71 362,913.13

          管理费用 12,334,042.86 7,192,695.69

          财务费用 180,312.31 -229,694.85

          资产减值损失 -394,618.50 -248.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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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662,756.63

          其中：对联营企业和合营企业的投资

收益 

        汇兑收益（损失以“－”号填列） 

三、营业利润（亏损以“－”号填列） 6,254,488.20 6,588,303.30

    加：营业外收入 52,950.00 10,806,411.42

    减：营业外支出 305.00 139.99

      其中：非流动资产处置损失 

四、利润总额（亏损总额以“－”号填列） 6,307,133.20 17,394,574.73

    减：所得税费用 51,784.86 2,989,046.80

五、净利润（净亏损以“－”号填列） 6,255,348.34 14,405,527.93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6,207,585.34 14,516,971.72

    少数股东损益 47,763.00 -111,443.79

六、每股收益：   

    （一）基本每股收益 0.01 0.03

    （二）稀释每股收益 0.01 0.03

七、其他综合收益 

八、综合收益总额 6,255,348.34 14,405,527.93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综合收益总额 6,207,585.34 14,516,971.72

    归属于少数股东的综合收益总额 47,763.00 -111,443.79

 

公司法定代表人: 王伟林  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金鑫  会计机构负责人:邢海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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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公司利润表 

2010 年 1—3 月 

编制单位: 华丽家族股份有限公司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审计类型：未经审计 

项目 本期金额 上期金额 

一、营业收入 1,200,000.00

    减：营业成本 

        营业税金及附加 66,000.00

        销售费用 

        管理费用 5,657,869.89 3,209,624.29

        财务费用 -59,950.28 -112,514.54

        资产减值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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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0,298,416.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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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4,700,497.15 -1,963,109.75

    加：营业外收入 

    减：营业外支出 10.00

      其中：非流动资产处置损失 

三、利润总额（亏损总额以“－”号填列） 114,700,497.15 -1,963,119.75

    减：所得税费用 

四、净利润（净亏损以“－”号填列） 114,700,497.15 -1,963,119.75

五、每股收益：   

    （一）基本每股收益 

    （二）稀释每股收益 

六、其他综合收益 

七、综合收益总额 114,700,497.15 -1,963,119.75

公司法定代表人: 王伟林  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金鑫  会计机构负责人:邢海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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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合并现金流量表 

2010 年 1—3 月 

编制单位: 华丽家族股份有限公司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审计类型：未经审计 

项目 本期金额 上期金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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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5,585,836.49 33,331,587.63

    客户存款和同业存放款项净增加额 

    向中央银行借款净增加额 

    向其他金融机构拆入资金净增加额 

    收到原保险合同保费取得的现金 

    收到再保险业务现金净额 

    保户储金及投资款净增加额 

    处置交易性金融资产净增加额 

    收取利息、手续费及佣金的现金 

    拆入资金净增加额 

    回购业务资金净增加额 

    收到的税费返还 6,411.42

    收到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77,245,427.21 205,103,221.44

      经营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172,831,263.70 238,441,220.49

    购买商品、接受劳务支付的现金 235,054,629.72 49,992,885.74

    客户贷款及垫款净增加额 

    存放中央银行和同业款项净增加额 

    支付原保险合同赔付款项的现金 

    支付利息、手续费及佣金的现金 

    支付保单红利的现金 

    支付给职工以及为职工支付的现金 8,090,288.41 4,416,094.04

    支付的各项税费 5,720,527.09 7,008,924.23

    支付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177,564,824.56 220,798,923.87

      经营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426,430,269.78 282,216,827.88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53,599,006.08 -43,775,607.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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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00

    处置子公司及其他营业单位收到的现金净额 -19,014,229.85

    收到其他与投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投资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19,014,129.85

    购建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支

付的现金 
1,288,585.00 9,540.00

    投资支付的现金 70,000,000.00

    质押贷款净增加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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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1,288,585.00 9,540.00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90,302,714.85 -9,540.00

三、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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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吸收投资收到的现金 

    其中：子公司吸收少数股东投资收到的现金

    取得借款收到的现金 

    发行债券收到的现金 

    收到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130,000,000.00

      筹资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130,000,000.00

    偿还债务支付的现金 

    分配股利、利润或偿付利息支付的现金 23,264,640.00 70,923,415.13

    其中：子公司支付给少数股东的股利、利润

    支付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89,380,046.97

      筹资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23,264,640.00 160,303,462.10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06,735,360.00 -160,303,462.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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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7,166,360.93 -204,088,609.49

    加：期初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余额 829,441,469.10 336,141,001.76

六、期末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余额 592,275,108.17 132,052,392.27

公司法定代表人: 王伟林  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金鑫  会计机构负责人:邢海霞 

 



600503  华丽家族股份有限公司 2010 年第一季度报告 

 12

母公司现金流量表 

2010 年 1—3 月 

编制单位: 华丽家族股份有限公司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审计类型:未经审计 

项目 本期金额 上期金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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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00,000.00

    收到的税费返还 

    收到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46,974,466.84 164,044,570.70

      经营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46,974,466.84 165,244,570.70

    购买商品、接受劳务支付的现金 

    支付给职工以及为职工支付的现金 3,208,566.79 1,658,447.92

    支付的各项税费 1,075,982.08 767,973.84

    支付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256,317,540.41 262,962,441.00

      经营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260,602,089.28 265,388,862.76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13,627,622.44 -100,144,292.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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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7,751,710.86

    收到其他与投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投资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157,751,710.86

    购建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支

付的现金 
807,294.00 7,360.00

    投资支付的现金 70,00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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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0,807,294.00 7,360.00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86,944,416.86 -7,36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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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收到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130,000,000.00

      筹资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130,000,000.00

    偿还债务支付的现金 

    分配股利、利润或偿付利息支付的现金 

    支付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筹资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30,00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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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16,794.42 -100,151,652.06

    加：期初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余额 2,187,222.56 117,266,642.62

六、期末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余额 5,504,016.98 17,114,990.56

公司法定代表人: 王伟林  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金鑫  会计机构负责人:邢海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