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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重要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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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次季报的董事会会议。
公司负责人芮敬功、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陈三定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 陈三定声明：保证
季度报告中财务报告的真实、完整。

二、公司基本情况
（一）主要会计数据及财务指标
以前报告期财务报表是否发生了追溯调整
□ 是 √ 否 □ 不适用
2012.9.30
总资产（元）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期末增减
(%)

2011.12.31

1,699,827,873.91

1,536,929,408.75

10.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
者权益（元）

962,839,723.25

898,702,077.45

7.14%

股本（股）

543,973,188.00

268,230,844.00

102.8%

1.77

3.35

-47.1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
净资产（元/股）
2012 年 7-9 月
营业总收入（元）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元）

比上年同期增减（%）

2012 年 1-9 月

比上年同期增减（%）

425,959,995.22

3.6%

1,266,122,262.67

-9.34%

19,338,034.16

29.24%

69,325,880.48

-20.38%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
额（元）

--

--

154,132,435.47

增加

每股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量净额（元/股）

--

--

0.28

增加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4

33.33%

0.13

-23.53%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4

33.33%

0.13

-23.53%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2.06%

增加 0.24 个百分点

7.48%

减少 5.24 个百分点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加权
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87%

增加 0.49 个百分点

7.18%

减少 2.81 个百分点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 适用 □ 不适用
项目

年初至报告期期末
金额（元）

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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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

-2,100.32

越权审批或无正式批准文件的税收返还、减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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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县财政产业转型资金拨款 60 万元、环保
局补助款 34 万元、循环经济标准化试点
3,545,171.49 拨款 15 万元、化工园区企业扶持资金 50
万元、园区财政扶持资金 114.9199 万元、
进出口信保扶持资金 22.55 万元等

计入当期损益的对非金融企业收取的资金占用费
企业取得子公司、联营企业及合营企业的投资成本小于取得
投资时应享有被投资单位可辨认净资产公允价值产生的收
益
非货币性资产交换损益
委托他人投资或管理资产的损益
因不可抗力因素，如遭受自然灾害而计提的各项资产减值准
备
债务重组损益
企业重组费用，如安置职工的支出、整合费用等
交易价格显失公允的交易产生的超过公允价值部分的损益
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产生的子公司期初至合并日的当期净
损益
与公司正常经营业务无关的或有事项产生的损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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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独进行减值测试的应收款项减值准备转回
对外委托贷款取得的损益
采用公允价值模式进行后续计量的投资性房地产公允价值
变动产生的损益
根据税收、会计等法律、法规的要求对当期损益进行一次性
调整对当期损益的影响
受托经营取得的托管费收入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93,843.52

其他符合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的损益项目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

-20,529.90

所得税影响额

-612,942.82

合计

2,815,754.93

--

公司对“其他符合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的损益项目”以及根据自身正常经营业务的性质和特点将非经常性损益项目界定为经常
性损益的项目的说明
项目

涉及金额（元）

说明

（二）报告期末股东总数及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报告期末股东总数（户）

28,713
前十名无限售条件流通股股东持股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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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东名称
江苏宝源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股份种类及数量

期末持有无限售条件股份的
数量

种类

数量（股）

135,744,512

人民币普通股

135,744,512

高淳县国有资产经营(控股)有限公司

28,795,346

人民币普通股

28,795,346

南京市高新技术风险投资股份有限
公司

24,171,050

人民币普通股

24,171,050

陆卫东

23,863,580

人民币普通股

23,863,580

南京弘明投资有限公司

14,112,000

人民币普通股

14,112,000

中信证券（浙江）有限责任公司客户
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

11,101,001

人民币普通股

11,101,001

江苏省高科技产业投资有限公司

7,308,840

人民币普通股

7,308,840

陈志伟

7,131,769

人民币普通股

7,131,769

江苏弘瑞科技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6,904,688

人民币普通股

6,904,688

安徽国元信托有限责任公司

6,8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6,800,000

股东情况的说明

前十大股东中，江苏宝源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是公司第一大股东，第一大股东与其他股
东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也不属于一致行动人；其他股东之间未知是否存在关联关系，
也未知是否属于一致行动人。

三、重要事项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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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应收账款期末余额254,108,339.16元，较年初增加50.06%，主要原因为本季度销售42,596万元，同比
增长3.6%，较上年四季度增长40.65%；
2、预付款项期末余额69,033,345.48元，较年初增加201.77%，主要原因为公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年产6
万吨环保型硬泡聚醚技术改造项目及新材料产业园项目建设预付款增加所致；
3、在建工程期末余额305,739,613.21元，较年初增加69.28%，主要原因为公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年产6
万吨环保型硬泡聚醚技术改造项目及新材料产业园项目仍在建设投入增多；
4、应付票据期末余额56,304,536.68元，较年初增加188.19%，主要因为为节约财务费用，增加与供应商
以票据结算所致；
5、实收资本（或股本）期末数为543,973,188元，较年初增加102.80%，一是公司2011年度股东大会批准
了《2011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即以公司总股本为基数，用未分配利润向全体股东每10股送红股2股派现
金红利1元，用资本公积向全体股东每10股转8股。2012年6月20日，公司实施了2011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公司总股本由26,823.0844万股变为53,646.1688万股，本次股本变更已经天衡会计师事务所出具天衡验字
（2012）00053号《验资报告》验证；二是经公司2012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批准和中国证监会备案同意，
公司实施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向激励对象定向发行751.15万股红宝丽股票，授予价2.88元/股，356名股
票激励对象缴纳出资额人民币2163.3120万元，其中：新增注册资本人民币751.15万元。公司总股本变为
54,397.3188万股。天衡会计师事务所于2012年8月22日出具了“天衡验字(2012)第00073号”验资报告；
6、资本公积期末数58,111,797.18元，较年初下降77.53%，原因见本附注5；
7、财务费用本期发生数18,530,276.18元，较上年同期下降35.27%，主要原因为2012年票据贴现、银行贷
款利率下降以及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减少贷款利息支出等所致；
8、营业外收入本期发生数3,695,725.38 元，较上年同期下降83.47%，主要原因为：本期收到的政府补助
较上年同期减少1840万元；
9、经营活动产生现金流量净额154,132,435.47元，较上年同期增加178,573,047.23元 ，主要是本期贴现
利率较低，采取票据贴现方式融资，应收票据减少10126万元；增加与供应商票据结算，应付票据增加3677
万元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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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重大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1、非标意见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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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常经营重大合同的签署和履行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4、其他
√ 适用 □ 不适用

经公司 2012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批准和中国证监会备案同意，公司实施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2012
年 8 月 10 日，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确定首期限制性股票的授予日为 2012 年 8 月 10 日，授予
价 2.88 元/股，计划授予激励对象 449 名，授予限制性股票 983.40 万股。由于部分激励对象放弃认购或
未认足，实际向 356 名激励对象授予 751.15 万股红宝丽股票，激励对象出资额 2163.3120 万元。公司总
股本变为 54,397.3188 万股（天衡会计师事务所于 2012 年 8 月 22 日出具了“天衡验字(2012)第 00073 号”
验资报告）
。所授予股份已于 2012 年 8 月 28 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公司深圳分公司完成股份登记手续，
上市日期为 2012 年 9 月 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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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适用 □ 不适用
承诺事项

承诺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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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资产置换时所作承诺

发行时所作承诺

1、江苏宝源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承
诺：作为公司第一大股东将不生
产、开发任何与股份公司及其下属
子公司生产的产品构成竞争或可
能构成竞争的产品，不直接或间接
江苏宝源投资 经营任何与股份公司及其下属子
管理有限公司 公司经营的业务构成竞争或可能
构成竞争的业务，也不参与投资任
芮敬功
2007 年 09 月
何与股份公司及其下属子公司生
公司董事、监 产的产品或经营的业务构成竞争 13 日
事、高级管理人 或可能构成竞争的其他企业。
员
公司实际控制人芮敬功承诺：
不直接或间接投资任何与股份公
司及其下属子公司经营的业务构
成竞争或可能构成竞争的企业，也
不参与投资任何与股份公司及其
下属子公司生产的产品或经营的

报告期内，未发生同
业竞争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董事
兼总经理芮益民、副
总经理刘祖厚和总
会计师陈三定于
2012 年 2 月 22 日分
别增持公司股份
33,200 股、25,100 股
和 20,000 股。高管
增持均通过公司报
深圳证券交易所备
案同意后，按计划通
过深圳证券交易所
交易系统增持。7 月
25 日，副总经理韦
华买入 300 股，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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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务构成竞争或可能构成竞争的
其他企业。

董事、监事和高管未
有增持和减持公司
股票情况。报告期
内，持有公司股份的
董事、监事、高级管
理人员均履行承诺。

2、担任公司董事、监事、高
级管理人员的股东承诺：其持有的
公司股份锁定期外，在其任职期间
每年转让的股份不得超过其所持
有公司股份总数的百分之二十五；
离职后半年内，不转让其所持有的
公司股份。
另外，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
管理人员承诺：申报离任六个月后
的十二个月内通过证券交易所挂
牌交易出售本公司股票数量占其
所持有本公司股票总数（包括有限
售条件和无限售条件的股份）比例
不超过 50%。
其他对公司中小股东
所作承诺
承诺是否及时履行

√ 是 □ 否 □ 不适用

未完成履行的具体原
因及下一步计划
是否就导致的同业竞
争和关联交易问题作
出承诺

□ 是 □ 否 √ 不适用

承诺的解决期限
解决方式
承诺的履行情况

（四）对 2012 年度经营业绩的预计
2012 年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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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2 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变动幅
度

-20%

至

10%

2012 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变动区
间（万元）

6,133.8

至

8,433.97

2011 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业绩变动的原因说明

76,672,458.14
针对复杂的市场环境，公司利用积聚的资源，不断加大营销力度，积极拓
展市场，包括高阻燃聚氨酯保温板市场，开拓新客户和新产品领域，扩大
产品销售规模。同时加强营销管理和成本控制，以技术创新成果服务生产
经营，促进企业稳定发展。预计四季度好于上年同期，但由于国内经济增
长仍然存在一些困难和不确定性；欧债危机等因素影响仍然存在，将对公
司经营产生一些不利影响。

（五）其他需说明的重大事项
1、证券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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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衍生品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3、报告期末衍生品投资的持仓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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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发行公司债券情况
是否发行公司债券
□ 是 √ 否

南京红宝丽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董事长：芮敬功
2012年10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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