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节 重要提示

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应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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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负责人叶琼、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徐慧玲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徐翔翚声明：保证季度报告中财务报表

的真实、准确、完整。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次季报的董事会会议。

第二节 主要财务数据及股东变化

一、主要财务数据

本报告期对以前期间财务数据是否进行了追溯调整或重述

□ 是 √ 否

2013年1-3月 2012年1-3月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

营业收入（元） 106,649,143.96 69,625,741.42 53.1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5,331,417.48 1,699,732.76 213.6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的净利润（元）

4,998,818.22 1,458,726.43 242.68%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59,955,324.93 -12,501,290.83 379.59%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163 0.0052 213.46%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163 0.0052 213.46%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0.6% 0.2% 0.4%

2013年3月31日 2012年12月31日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期末增

减(%)

总资产（元） 1,762,817,326.22 1,617,690,492.20 8.9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888,708,620.62 883,377,203.14 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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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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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91,304.35

根据深圳市科技创新委员会深发

改[2012]1065号文，公司本期收到

“深圳市智能电网通信技术与应

用工程技术研究开发中心”项目

无偿资助市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

专项资金3,000,000.00元。项目实施

期限为23个月，本期确认3个月收

益为391,304.35元。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20.99

所得税影响额 58,692.50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8.40

合计 332,599.2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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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2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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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键桥通讯技术有

限公司

境外法人 38.24% 125,282,430 质押 13,776,000

乌鲁木齐市华瑞

杰股权投资有限

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7.51% 24,594,570 质押 20,000,000

中海信托股份有

限公司－中海聚

发－新股约定申

购资金信托14

境内非国有法人 1.79% 5,848,719

新华人寿保险股

份有限公司－分

红－个人分红

-018L-FH002深

境内非国有法人 1.65% 5,392,727

重庆乌江实业

（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

国有法人 1.62% 5,302,433

中海信托股份有

限公司－中海.浦

江之星118号证券

投资结构化集合

资金信托

境内非国有法人 1.45% 4,743,573

平安信托有限责

任公司－金盛凯

石二期

境内非国有法人 0.87% 2,836,350

王谊 境内自然人 0.84% 2,766,260

中信证券股份有

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0.84% 2,759,315

广发证券股份有

限公司客户信用

交易担保证券账

户

境内非国有法人 0.77% 2,520,3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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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键桥通讯技术有限公司 125,282,430 人民币普通股 125,282,430

乌鲁木齐市华瑞杰股权投资有限公司 24,594,570 人民币普通股 24,594,570

中海信托股份有限公司－中海聚发－

新股约定申购资金信托14

5,848,719 人民币普通股 5,848,719

新华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分红－

个人分红-018L-FH002深

5,392,727 人民币普通股 5,392,727

重庆乌江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5,302,433 人民币普通股 5,302,433

中海信托股份有限公司－中海.浦江

之星118号证券投资结构化集合资金

信托

4,743,573 人民币普通股 4,743,573

平安信托有限责任公司－金盛凯石二

期

2,836,350 人民币普通股 2,836,350

王谊 2,766,260 人民币普通股 2,766,260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759,315 人民币普通股 2,759,315

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

担保证券账户

2,520,325 人民币普通股 2,520,325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本公司未知上述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知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属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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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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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合并资产负债表

1、应收票据：期末余额较年初余额增加284万元，增长397.2%，主要由于部分项目回款采用了银行承兑汇票方式；

2、预付款项：期末余额较年初余额增加7,369.68万元，增长63.4%，主要系为执行大项目而预付给供应商的货款增加；

3、应付票据：期末余额较年初余额减少2,636.66万元，降低21.42%，主要系开具的汇票在本期承兑所致；

4、应付账款：期末余额较年初余额增加3,447.09万元，增长35.34%，主要系未结算的供应商货款增加所致；

5、预收款项：期末余额较年初余额增加1,142.35万元，增长133.19%，主要系收到了部分项目的预收款；

6、应付职工薪酬：期末余额较年初余额减少151.75万元，降低46.89%，主要系计提的2012年度的奖金在报告期内支付；

7、其他应付款：期末余额较年初余额增加6,368.71万元，增长370.87%，主要系履约保证金、投标保证金、往来款增加所致。

（二）、合并利润表

1、主营业务收入：本报告期较上年度同比增加3,702.34万元，增长53.17%，主要系公司前期中标的大项目按施工进度于报

告期内确认收入增加。

2、主营业务成本：本报告期较上年度同比增加2,842.19万元，增长63.07%，主要系公司业务规模扩大、营业收入增加所致；

3、财务费用：本报告期较上年度同比增加211.07万元，增长47.78%，主要系业务规模扩大、资金需求增加导致的银行融资

额增加，融资成本上升；

（三）、合并现金流量表

1、本报告内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为-5,995.53万元，比上年同期减少4,745.40万元，主要系报告期内为执行大项

目备货而支付的采购货款增加所致；

2、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1,809.37万元，比上年同期减少716.15万元，主要系构建固定资产等长期资产而支付的

现金增加所致；

3、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5,012.21万元，比上年同期增加9,524.13万元，主要系业务规模扩大，向银行贷款增加所

致。

二、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无

三、公司或持股5%以上股东在报告期内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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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 无 无 无

收购报告书或权益变动报

告书中所作承诺

无 无 无 无

资产重组时所作承诺 无 无 无 无

首次公开发行或再融资时

所作承诺

公司控股股东键桥通讯技术

有限公司、股东深圳市华瑞杰

科技有限公司（改名为：乌鲁

木齐市华瑞杰股权投资有限

公司）及实际控制人叶琼、

Brenda�Yap（叶冰）、David�Xun�

Ge（葛迅）

自发行人股票上市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 不

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其持有或间接持有

的发行人股份，也不由发行人回购该部分股

份。

2007年12

月14日

自发行人股

票上市之日

起三十六个

月内。

该承诺已履

行完毕。

其他对公司中小股东所作

承诺

公司控股股东键桥通讯技术

有限公司、实际控制人叶琼、

Brenda�Yap（叶冰）、David�Xun�

Ge（葛迅）

公司控股股东键桥通讯技术有限公司、实际

控制人叶琼、Brenda�Yap（叶冰）、David�Xun�

Ge（葛迅）承诺1、对于公司享有的企业所得

税税收优惠事项，公司控股股东键桥通讯技

术有限公司承诺， 如今后公司因税收优惠被

税务机关撤销而产生额外税项和费用时，将

及时、无条件、全额承担公司补缴的税款以

及因此所产生的所有相关费用。2、本公司现

有的生产厂房为租赁取得，出租方深圳市兴

围股份合作公司未取得出租房屋的产权证

书，若租赁的厂房被强制拆迁，将对公司的

生产经营造成不利影响。针对上述情况，公

司控股股东键桥通讯技术有限公司承诺，若

租赁厂房的产权瑕疵导致本公司在租赁合

同到期前被迫更换生产场地，将全额补偿本

公司因搬迁和生产中断而造成的一切损失。

3、为避免在以后的经营中产生同业竞争，公

司控股股东键桥通讯技术有限公司、实际控

制人 叶琼、Brenda�Yap（叶冰）、David�Xun�

Ge（葛迅）分别出具了避免同业竞争的承诺

函，承诺以后不从事与本公司业务相同或相

近的业务。具体如下，键桥通讯技术有限公

司承诺："本公司目前没有直接或间接地从

事任何与股份公司营业执照所列明经营范

围内的业务存在竞争的任何业务活动。本公

司保证现时及将来均不会以任何形式（包括

但不限于独资经营，合资经营，联营和拥有

在其他公司或企业的股票或权益）从事与股

份公司的业务有竞争或可能构成竞争的业

务或活动"

1、2007年

12月7日；

2、

2007年12

月7日；

3、

2007年9

月13日。

报告期内，

承诺人严格

履行了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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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就导致的同业竞争和

关联交易问题作出承诺

是

承诺的解决期限 不适用

解决方式 不适用

承诺的履行情况 严格履行

四、对2013年1-6月经营业绩的预计

2013年1-6月预计的经营业绩情况：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正值且不属于扭亏为盈的情形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正值且不属于扭亏为盈的情形

2013年1-6月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变动幅

度（%）

10% 至 40%

2013年1-6月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变动区

间（万元）

1,853.82 至 2,359.41

2012年1-6月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万元） 1,685.29

业绩变动的原因说明 公司各项业务平稳增长。

五、上市公司发生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非经营性占用资金情况

无

六、证券投资情况

无

深圳键桥通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叶 琼

日期：2013年4月23日

证券代码：002316� � �证券简称：键桥通讯 公告编号：2013-020

深圳键桥通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决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深圳键桥通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于2013年4月19日以电邮和传真的方式发出召开董事会会议

的通知，于2013年4月23日上午10：00在公司会议室以现场表决的方式举行。本次会议应到董事9名，实际到会董事9名，实际参

加表决9票，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公司董事会秘书夏明荣女士、监事会成员庄严正先生、杨方根先生、

袁训明先生、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会议由董事长叶琼先生主持，会议通过现场表决做出如下决议，现公告如下：

1、以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13年第一季度报告>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巨潮资讯网（网址为http://www.cninfo.com.cn� ）和2013年4月25日《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

券报》刊登的《深圳键桥通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2013年第一季度报告》。

2、以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为全资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巨潮资讯网（ 网址为：www.cninfo.com.cn）和2013年4月25日《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

报》刊登的《关于公司为全资子公司提供担保的公告》。公司独立董事也对该议案发表了意见，详见巨潮资讯网（ 网址为：

www.cninfo.com.cn）

特此公告。

深圳键桥通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3年4月23日

证券代码：002316� � �证券简称：键桥通讯 公告编号：2013-024

深圳键桥通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监事会第三次会议决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深圳键桥通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届监事会第三次会议于2013年4月19日以电邮和传真的方式发出召开监事会会议

的通知，于2013年4月23日上午在深圳市深南大道高新技术工业村R3-A栋6层公司会议室以现场表决的方式举行。本次会议

应到监事3人，实际表决3人，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公司董事会秘书夏明荣女士列席了会议，会议由监

事会主席庄严正先生主持，会议通过现场表决做出如下决议，现公告如下：

1、以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13年第一季度报告>的议案》。

监事会认为董事会编制和审核深圳键桥通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2013年第一季度报告的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和中国

证监会的规定，报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地反映了公司的实际情况，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具

体内容详见巨潮资讯网（网址为http://www.cninfo.com.cn� ）和2013年4月25日《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

刊登的《深圳键桥通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2013年第一季度报告》。

特此公告。

深圳键桥通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2013年4月23日

证券代码：002316� � �证券简称：键桥通讯 公告编号：2013-023

深圳键桥通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公司为全资子公司提供担保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 担保情况概述

深圳键桥通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全资子公司南京凌云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南京凌

云” ），因经营和业务发展需要，拟向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京分行（以下简称“平安银行南京分行” ）申请综合授信额度

人民币3,000万元，期限一年，授信品种包括流动资金贷款、银行承兑汇票、非融资类保函。需由本公司对该综合授信提供连带

保证担保,未收取担保费用。

经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公司为全资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同意对南京凌云的上述综合授

信业务提供连带保证担保。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和《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上述担保事项无需要提交公

司股东大会审议。

二、 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南京凌云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成立时间：2001年8月23日

●注册资本：7,200万元

●注册地址：南京市秦淮区雨花路47号

●法定代表人：孟令章

●经营范围：公路、交通工程技术开发；通信及监控系统工程、网络工程、交通、环保工程设计、施工；系统软件开发、应

用、销售；设计、施工；计算机及配件、交通运输设备、金属材料、建筑材料，机电产品、智能化监控设备、电子产品、通信设备销

售；投资咨询服务。

●最近一期主要财务指标：截止2012年12月31日，南京凌云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总资产为17,970.63万元，净资产为7,142.74

万元，资产负债率为60.25%，2012年度实现营业收入12,756.76万元，营业利润262.01万元，实现净利润189.88万元。截止2013年3

月31日，南京凌云总资产为15,276.44万元，净资产为7,098.92万元，资产负债率为53.53%，实现营业收入1,482.75万元，实现营业

利润-43.82万元。（截止2013年3月31日的数据未经审计）。

●与公司关系：南京凌云为公司全资子公司

三、 担保协议内容

公司拟与平安银行南京分行签署相关担保协议，为南京凌云向平安银行南京分行申请的综合授信额度3,000万元提供担

保，该综合授信额度期限一年，授信品种包括流动资金贷款、银行承兑汇票、非融资类保函。

以上担保不涉及反担保。实际发生的担保金额和期限，公司将在以后的定期报告中予以披露。

南京凌云为本公司全资子公司，此次担保行为的财务风险处于公司可控的范围之内，不会对公司产生不利影响，不存在

与中国证监会相关规定及《公司章程》相违背的情况。授权公司董事长叶琼先生与平安银行南京分行签署相关的担保合同

等法律文件。

四、董事会意见

董事会认为，南京凌云为公司全资子公司，且其经营情况良好，为其提供担保的财务风险处于公司可控制的范围之内，

不会对公司产生不利影响，不存在与中国证监会证监发[2003]56� 号文《关于规范上市公司与关联方资金往来及上市公司对

外担保若干问题的通知》及证监发[2005]120号文《关于规范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行为的通知》相违背的情况，有利于支持全资

子公司的经营和业务发展。

以上担保不涉及反担保。实际发生的担保金额和期限，公司将在以后的定期报告中予以披露。不存在与中国证监会相关

规定及《公司章程》相违背的情况。同意授权公司董事长叶琼先生与平安银行南京分行签署相关的担保合同等法律文件。

五、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对外担保累计余额为 0�元(不包括对控股子公司的担保)，为控股子公司担保金额为12,700万

元，无任何逾期担保。本次计划担保总金额为3,000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2012年底）净资产的3.54%。本次担保后，公

司对外担保累计金额为0元(不包括对控股子公司的担保)，为控股子公司担保金额为15,700万元。

六、独立董事意见

为满足子公司的经营和业务发展需要，公司拟与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京分行签署相关担保协议，为南京凌云科技

发展有限公司向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京分行申请的综合授信额度3,000万元提供连带保证担保，该综合授信额度期限一

年，授信品种包括流动资金贷款、银行承兑汇票、非融资类保函。公司独立董事认为，上述担保事项符合相关法律、法规以及

公司章程的规定，其决策程序合法、有效，不会对公司的正常运作和业务发展造成不良影响，同意公司为南京凌云提供担保。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和《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上述担保事项在董事会审议通过后，无需提交股东

大会审议。

七、备查文件

1、 第三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决议

2、 深圳键桥通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第三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相关议案发表的独立意见

深圳键桥通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3年4月23日

第一节 重要提示

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应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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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负责人张秉军、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韦剑锋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赵春燕声明：保证季度报告中财务报

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次季报的董事会会议。

第二节 主要财务数据及股东变化

一、主要财务数据

本报告期对以前期间财务数据是否进行了追溯调整或重述

□ 是 √ 否

2013年1-3月 2012年1-3月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

营业收入（元） 1,237,087,340.47 769,949,943.27 60.6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1,312,338.67 -80,988,501.19 101.6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

净利润（元）

-570,590.93 -82,907,108.87 99.31%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387,238,100.66 470,206,119.58 -17.65%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009 -0.0549 101.62%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009 -0.0549 101.62%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0.07% -3.79% 3.86%

2013年3月31日 2012年12月31日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期末增

减(%)

总资产（元） 18,554,810,025.12 16,477,390,143.14 12.6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2,000,474,624.60 1,998,567,887.63 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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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42.1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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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81,980.07

主要为子公司天津泰达环保有限

公司的增值税返还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847,921.30 -

所得税影响额 561,778.59 -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887,435.32 -

合计 1,882,929.6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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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8,2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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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津泰达集团有

限公司

国有法人 33.75% 497,934,814 3,755,204 - -

辽宁粮油进出口

股份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0.81% 12,000,000 0 - -

国泰君安证券股

份有限公司约定

购回专用账户

其他 0.77% 11,325,000 0 - -

国泰君安证券股

份有限公司客户

信用交易担保证

券账户

境内非国有法人 0.53% 7,836,301 0 - -

中国长城资产管

理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0.52% 7,709,509 0 - -

中国建银投资有

限责任公司

国有法人 0.38% 5,566,263 0 - -

方正证券股份有

限公司客户信用

交易担保证券账

户

境内非国有法人 0.31% 4,556,392 0 - -

周军 境内自然人 0.31% 4,550,407 0 - -

国信证券股份有

限公司客户信用

交易担保证券账

户

境内非国有法人 0.3% 4,455,582 0 - -

中国银河证券股

份有限公司客户

信用交易担保证

券账户

境内非国有法人 0.3% 4,361,875 0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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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津泰达集团有限公司 494,179,610 人民币普通股 494,179,610

辽宁粮油进出口股份有限公司 12,0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12,000,000

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约定购回

专用账户

11,325,000 人民币普通股 11,325,000

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

交易担保证券账户

7,836,301 人民币普通股 7,836,301

中国长城资产管理公司 7,709,509 人民币普通股 7,709,509

中国建银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5,566,263 人民币普通股 5,566,263

方正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

担保证券账户

4,556,392 人民币普通股 4,556,392

周军 4,550,407 人民币普通股 4,550,407

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

担保证券账户

4,455,582 人民币普通股 4,455,582

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

交易担保证券账户

4,361,875 人民币普通股 4,361,875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未知上述股东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属于《上市公司股东持股变动信息披露管理办法》规定的

一致行动人。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明（如

有）

无

三、报告期末债券持有人持债情况表

债券持有人名称 持债张数 持债比例（％）

农银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万能－个险万能 600,000 10.00

长城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自有资金 506,700 8.45

中意人寿保险有限公司－投连产品－股票账户 372,970 6.22

中国工商银行－嘉实增强信用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234,557 3.91

李延红 215,550 3.59

中意人寿保险有限公司 202,910 3.38

中国电信集团公司企业年金计划－中国银行 200,300 3.34

交通银行－华夏债券投资基金 184,794 3.08

中意人寿保险有限公司－中石油年金产品－股票账户 180,950 3.02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企业年金计划-中国民生银行 156,000 2.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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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项目

期末数或 本

期发生数

期初数或 上

年同期发生数

变动幅度 变动原因

货币资金 3,138,064,163.67 1,872,123,497.32 67.62% 报告期内银行贷款增加

其他应收款 214,389,136.50 549,539,433.41 -60.99%

报告期内二级子公司扬州泰达建设发展有限公司按照信

托合同收购扬州昌和工程开发有限公司股权，对其应收

款项纳入合并范围

应交税费 21,896,378.39 79,915,282.86 -72.60% 报告期内交纳2012年度企业所得税

应付利息 29,780,413.41 17,742,555.41 67.85% 报告期内计提公司债利息

营业收入 1,237,087,340.47 769,949,943.27 60.67%

二级子公司扬州泰达建设发展有限公司在报告期较上年

同期增加了一级土地开发收入

营业成本 1,023,369,440.88 721,391,320.15 41.86%

二级子公司扬州泰达建设发展有限公司在报告期较上年

同期增加了一级土地开发成本

营业税金及附加 6,465,844.49 4,274,823.89 51.25%

二级子公司扬州泰达建设发展有限公司在报告期较上年

同期增加了一级土地开发收入的相应税金

营业外收入 3,537,529.21 2,188,786.40 61.62% 报告期收到的政府补助较上年同期增加

所得税费用 34,399,679.45 1,293,395.98 2,559.64%

二级子公司扬州泰达建设发展有限公司在报告期较上年

同期增加了一级土地开发收益的相应所得税

二、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公司于2012年4月27日召开了2012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经审议同意公司将对渤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的增资金额调整

为2.67亿元。该增资事项得到了证监会的核准，渤海证券将注册资本增至4,037,194,486元，渤海证券于2013年1月11日完成了

工商变更。变更后，我公司持有渤海证券股数共计1,050,459,700股，持股比例为26.02%。

重要事项概述 披露日期 临时报告披露网站查询索引

渤海证券增资获得证监会核准 2012年12月26日 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三、公司或持股5%以上股东在报告期内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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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津泰达集团有

限公司

泰达集团承诺，

在其违反最低减

持价格而出售所

持有的公司股份

的条件下，将卖

出公司股份所得

款项划入公司账

户并归全体股东

所有。

2005年11月28日 长期

该项承诺正在履

行过程中，截止

目前，最低减持

价格因历年分红

送股已调整至

1.837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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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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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就导致的同业竞争和关联交易问题作

出承诺

否

四、对2013年1-6月经营业绩的预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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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期内，公司未进行证券投资。

六、衍生品投资情况

报告期末衍生品投资的持仓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董事长：张秉军

2013年4月25日

第一节 重要提示

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应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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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负责人蒋远华、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蒋本山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余昭海声明：保证季度报告中财务报

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次季报的董事会会议。

第二节 主要财务数据及股东变化

一、主要财务数据

本报告期对以前期间财务数据是否进行了追溯调整或重述

□ 是 √ 否

2013年1-3月 2012年1-3月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

营业收入（元） 3,798,487,995.80 4,559,164,902.10 -16.6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104,763,483.47 190,899,608.52 -45.1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的净利润（元）

101,129,938.19 163,248,601.72 -38.05%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323,897,765.87 506,450,157.04 -36.05%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17 0.213 -45.07%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17 0.213 -45.07%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69% 3.58% -1.89%

2013年3月31日 2012年12月31日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期末增

减(%)

总资产（元） 30,384,739,564.69 29,468,018,142.58 3.1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6,257,883,157.00 6,144,522,606.80 1.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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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4,497.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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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994,210.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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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8,748.49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1,284,916.45

合计 3,633,545.2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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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4,0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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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湖北宜化集团有

限责任公司

国有法人 16.85% 151,313,890 23,783,484 质押 63,000,000

华融国际信托有

限责任公司－华

融·融汇1号证券

投资单一资金信

托

境内非国有法人 4.13% 37,107,966

中诚信托有限责

任公司－2013年

股票投资单一资

金信托

境内非国有法人 4.12% 36,964,692

西安长科投资管

理有限合伙企业

境内非国有法人 2.55% 22,923,840

中国银行－易方

达深证100交易型

开放式指数证券

投资基金

境内非国有法人 1.03% 9,287,916

广发证券股份有

限公司客户信用

交易担保证券账

户

境内非国有法人 0.99% 8,848,539

中国人寿保险股

份有限公司－分

红－个人分红

-005L-FH002深

境内非国有法人 0.95% 8,550,663

中国工商银行－

融通深证100指数

证券投资基金

境内非国有法人 0.84% 7,562,724

中国民生银行－

银华深证100指数

分级证券投资基

金

境内非国有法人 0.81% 7,291,047

华泰证券股份有

限公司客户信用

交易担保证券账

户

境内非国有法人 0.81% 7,286,3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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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湖北宜化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127,530,406 人民币普通股 127,530,406

华融国际信托有限责任公司－华融·

融汇1号证券投资单一资金信托

37,107,966 人民币普通股 37,107,966

中诚信托有限责任公司－2013年恒丰

盈富股票投资单一资金信托

36,964,692 人民币普通股 36,964,692

西安长科投资管理有限合伙企业 22,923,840 人民币普通股 22,923,840

中国银行－易方达深证100交易型开

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9,287,916 人民币普通股 9,287,916

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

担保证券账户

8,848,539 人民币普通股 8,848,539

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分红－

个人分红-005L-FH002深

8,550,663 人民币普通股 8,550,663

中国工商银行－融通深证100指数证

券投资基金

7,562,724 人民币普通股 7,562,724

中国民生银行－银华深证100指数分

级证券投资基金

7,291,047 人民币普通股 7,291,047

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

担保证券账户

7,286,373 人民币普通股 7,286,373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上述股东中，国有股东湖北宜化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与其他股东间不存在关联关系，也不属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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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知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

关系，也未知其是否属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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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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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货币资金同比增加36%，主要系银行存款增加所致。

其他应收款同比下降49%，主要系上年末大额往来款收回所致。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同比上升113%，主要系一年内到期的长期借款增加。

长期应付款同比上升61.3%，主要系融资租赁增加。

投资收益同比增加959.09%，主要系按权益法核算的被投资公司本期净利润增加所致。

营业外收入同比下降51.87%，主要系本期收到的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减少所致。

归属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同比下降45.12%，主要系PVC、二铵产品销价下降所致。

二、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公司全资子公司内蒙古宜化化工有限公司于2013年2月6日出资1.2亿元收购了华电内蒙古能源有限公司拥有的华电乌

达热电有限公司27%的股权。此次收购有助于降低内蒙宜化的电价，从而降低内蒙宜化生产成本，对公司生产经营将产生积

极影响。

重要事项概述 披露日期 临时报告披露网站查询索引

三、公司或持股5%以上股东在报告期内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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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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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首次公开发行或再融资时所作承诺

湖北宜化集团有

限责任公司

自2012年1月20

日起的未来36个

月内不转让认购

的本公司非公开

发行的1660万股

股票

2012年01月20日 3年 承诺履行中

其他对公司中小股东所作承诺

承诺是否及时履行 是

是否就导致的同业竞争和关联交易问题作

出承诺

否

四、对2013年1-6月经营业绩的预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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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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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金

嘉实领先

(070022)

嘉实领先

成长股票

500,

000.00

494,141 494,141

515,

883.20

44,966.69

股票 600731 湖南海利

557,

222.26

61,166 0.02% 61,166 0.02%

422,

045.40

53,214.42

基金

中小300

联接

(270026)

广发中小

盘300

500,

000.00

495,161 495,161

382,

511.87

29,214.77

合计

1,557,

222.26

1,050,468 -- 1,050,468 --

1,320,

440.47

127,

395.88

-- --

持有其他上市公司股权情况的说明

公司除持有上述证券投资情况以外,无其他上市公司股权投资。湖南海利的股票投资系原湖南金信化工有限责任公司被

公司子公司湖南宜化收购前持有的，公司持有的基金及理财产品为银行搭售，因投资金额不大，故对公司报告期经营业绩影

响不大。

六、衍生品投资情况

报告期末衍生品投资的持仓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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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节 重要提示

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应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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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负责人李聚全、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吴娟辉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吴娟辉声明：保证季度报告中财务报

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次季报的董事会会议。

第二节 主要财务数据及股东变化

一、主要财务数据

本报告期对以前期间财务数据是否进行了追溯调整或重述

□ 是 √ 否

2013年1-3月 2012年1-3月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

营业收入（元） 15,658,593.02 16,052,809.61 -2.4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4,871,425.67 -3,482,498.13 -39.8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的净利润（元）

-4,871,425.67 -5,836,907.34 16.54%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1,924,006.82 2,746,167.20 -29.94%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148 -0.0106 -39.88%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148 -0.0106 -39.88%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83% -1.24% -0.59%

2013年3月31日 2012年12月31日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期末增

减(%)

总资产（元） 459,740,114.92 469,706,176.51 -2.1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263,517,479.89 268,388,905.56 -1.82%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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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8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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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深圳市瀚明投资

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13.83% 45,551,000 质押 45,000,000

桂江企业有限公

司

境外法人 7.47% 24,602,948

山东省国际信托

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3.27% 10,771,500

深圳贵州经济贸

易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3.1% 10,220,000

大连幸福家居世

界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1.65% 5,444,707

中国对外经济贸

易信托有限公

司－新股Ｃ17

其他 0.94% 3,100,854

李程文 境内自然人 0.82% 2,695,800

张金星 境内自然人 0.67% 2,214,419

罗杨 境内自然人 0.61% 2,007,140

深圳市安广福投

资管理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0.61% 2,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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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深圳市瀚明投资有限公司 45,551,000 人民币普通股 45,551,000

桂江企业有限公司 24,602,948 人民币普通股 24,602,948

山东省国际信托有限公司 10,771,500 人民币普通股 10,771,500

深圳贵州经济贸易公司 10,220,000 人民币普通股 10,220,000

大连幸福家居世界有限公司 5,444,707 人民币普通股 5,444,707

中国对外经济贸易信托有限公司－新

股Ｃ17

3,100,854 人民币普通股 3,100,854

李程文 2,695,800 人民币普通股 2,695,800

张金星 2,214,419 人民币普通股 2,214,419

罗杨 2,007,140 人民币普通股 2,007,140

深圳市安广福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2,0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2,000,0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公司未知前十名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知前十名股东是否属于《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

法》中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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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资产负债表项目：

1、货币资金期末余额为8,799,731.07元,�较期初减少39.12%,是因为归还华夏银行贷款本金500万元所致；

2、预付帐款期末余额为60,200.00元,较期初减少64.84%,是因为预付购车款10万元已转入固定资产所致；

3、预收帐款期末余额为158,484.42元,较期初减少83.60%是因调整帐务所致；

4、应付职工薪酬期末余额为1,111,438.46元,较期初减少41.71%,是本年度发放员工上年度奖金所致；

二、损益表项目：

1、本报告期资产减值损失791,387.10元,较上年同期减少67.19%,是因上年计提了对外财务资助款项应收本息的坏账准备；

2、本报告期投资收益0元,较上年减少100%,是按谨慎性原则,不确认投资收益；

3、本报告期营业利润为-4,871,425.67元,较上年同期下降36.30%,利润总额及净利润为-4,871,425.67元,较上年同期下降39.88%，是因为收

入下降,本年无投资收益所致；

三、现金流量表项目：

1、本报告期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为1,924,006.82元,较上年减少29.94%,主要是因为收入下降,收回款项较上年减少所致；

2、本报告期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为-123,840.00元,较上年减少99.73%,主要是因为本年无投资行为所致；

二、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1、2012年度非标准意见审计报告所涉及事项进展情况：

本公司2012年1-2月对外财务资助合计6500万元，截止2012年度财务报告审计签署日，除深圳市美伦投资有限公司支付

315万元利息外，全部本金及其余利息均逾期未收回，立信会计师事务所因公司对外财务资助资金可收回性存在重大不确定

性，因此为本公司2012年度财务报告出具了带强调事项段的无保留审计意见。 2013年4月10日,公司收到深圳市美伦投资有

限公司归还了本金2000万元及2013年1月1日至4月10日利息100万元。至此，深圳市美伦投资有限公司偿还了全部本息。

2、2013年度会计估计变更执行情况

经2012年度董事会审议通过，公司对3年以上的应收款项坏账计提比例进行细化，2013年1月1日按照新的会计估计执行

后，增加资产减值损失71,301.66元。

重要事项概述 披露日期 临时报告披露网站查询索引

关于会计估计变更的公告 2013年03月12日 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三、对2013年1-6月经营业绩的预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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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业绩预告情况:亏损

业绩预告填写数据类型区间数

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期末 上年同期 增减变动（%）

累计净利润的预计数（万元） -550

-

-

-400 -680.57 下降 19.19%

-

-

41.23%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17

-

-

-0.012 -0.021 下降 19.05%

-

-

42.86%

业绩预告的说明

2013年4月10日已收到深圳市美伦投资有限公司偿还全部本息，可确认投资收益415万元。但受大环境影

响，酒店经营无明显好转迹象，2013年1-6月预计累计亏损550万元~400万元。

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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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月13日 电话沟通 个人 重庆股东

询问公司年报披露时间及未

来发展计划

2013年03月13日 电话沟通 个人 孙小姐

了解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进

展情况

2013年03月14日 电话沟通 机构 北京证券日报

询问公司2013年发展规划及

对外财务资助状况及收款进

展情况

2013年03月21日 电话沟通 个人 北深圳股东

了解非公开发行股票进展情

况

2013年03月27日 电话沟通 个人 天津股东

了解非公开发行股票进展情

况

深圳市新都酒店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O一三年四月二十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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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 第一季度

报告

深圳新都酒店股份有限公司

证券代码：000033� � � �证券简称：新都酒店 公告编号：2013-04-25

2013 第一季度

报告

天津泰达股份有限公司

证券代码：000652� � � �证券简称：泰达股份 公告编号：2013-27

2013 第一季度

报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