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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 年第三季度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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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负责人金翔宇、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濮家富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 周蓉声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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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76,657,074.28

1,622,594,931.44

27.9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
者权益（元）

491,573,302.19

501,289,784.38

-1.94%

股本（股）

208,650,000.00

160,500,000.00

30%

2.36

3.12

-24.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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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82,305,740.38

17.8%

1,847,184,721.76

28.53%

-997,712.21

-101.52%

6,333,517.81

-70.16%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
额（元）

--

--

-376,824,296.43

-653.76%

每股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量净额（元/股）

--

--

-1.81

-483.87%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048

-101.52%

0.0304

-70.11%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048

-101.52%

0.0304

-70.11%

-0.2%

-16.67%

1.28%

-3.46%

-1.65%

-0.04%

-7.51%

4.9%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加权
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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扣除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 适用 □ 不适用
年初至报告期期末金
额（元）

项目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

说明

593,252.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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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计入当期损益的对非金融企业收取的资金占用费

8,554,764.99
14,160,300.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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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6,268,648.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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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901,444.42

所得税影响额

-18,040,075.14

合计

43,635,447.2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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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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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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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503
前十名无限售条件流通股股东持股情况
期末持有无限售条件股份的
数量

股东名称

股份种类及数量
种类

数量

金翔宇

15,769,003 人民币普通股

15,769,003

高达明

15,769,003 人民币普通股

15,769,003

陈林

1,462,500 人民币普通股

1,462,500

钟卫东

972,540 人民币普通股

972,540

孙幼渝

888,000 人民币普通股

888,000

中信证券（浙江）有限责任公
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

845,980 人民币普通股

845,980

孙嘉瑞

838,312 人民币普通股

838,312

中国建设银行－摩根士丹利华
鑫多因子精选策略股票型证券
投资基金

644,974 人民币普通股

644,974

严昌容

553,509 人民币普通股

553,509

林忠安

501,258 人民币普通股

501,258

股东情况的说明

邓江先生是金翔宇先生的姐夫，陈林女士是高达明先生的弟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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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付账款期末7,269.37万元，较期初1,949.63万元增加5,319.71万元，上升272.86%，主要储备肉中
标支付款项及公司原材料采购付预付款所致。
2、存货期末58,160.88万元，较期初的26,482.29万元增加31,678.58万元，上升119.62%，主要是属宰产
品储备肉中标等增加库存26,787.75万元，上升101.15%；房产项目增加3,992.43万元，上升15.08%；熟食和
养殖存货较期初增加898.40万元，上升3.39%所致。
3、在建工程期末7,258.45万元，较期初的3,652.76万元增加3,605.69万元，上升98.71%，主要是哈尔滨
优质生猪综合加工项目增加所致。
4、短期借款期末90,228.73万元，较期初的60,775.95万元增加29,452.78万元，上升48.46%，主要是本
年度公司加大屠宰量、储备肉中标所致。
5、应付票据期末18,300万元，较期初的2,500万元增加15,800万元，上升632%，主要是本年度公司加
大了以票据支付货款力度所致。
6、预收帐款期末13,934.16万元，较期初的9,393.18万元增加4,540.97万元，上升48.34%，主是要广元
房产项目预售房收款增加和因销售冻品提前收到货款所致。
7、应交税金期末-9,894.07万元，较期初的-5,752.84万元下降4,141.23万元，下降71.99%，主要是因公
司本年加大屠宰量，导致应交增值税留抵税增加所致。
8、股本期末较期初增加4,815.00万元，上升30.00%。是因为经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2011年度利润分配
方案在2012年6月份实施所致。
9、财务费用本期较同期增加1,550.17万万，上升166.33%，主要是因为本报告期短期借款较同期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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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致。
10、投资收益本期较同期减少3,060.94万元，下降99.54%，主要是去年同期出售了成都银行股份实所
致。
11、资产减值损失本期较同期减少1,731.82万元，下降87%，主要是宜宾投资公司同期将原在存货核算
中的宜宾投资土地整理成本，转入其他应收款核算，同期增加计提坏帐准备所致。
12、收到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本期较同期增加4,685.87万元，上升41.12%主要是本期收至宜宾
投资补贴款5,800万元，同时收到返回投资款8,100万元，而同期只收到补贴款8,000万元所致。
13、收至的税费返还本期较同期下降48.82%，主要是今年由于受到进口产品的冲击公司出口产品已不
具优势，出口量下降，导致出口退税额较同期大幅下降。
14、购买商品支付的现金本期较同期上升40.88%，主要是因为本报告期内公司加大了屠宰量和中标中
央储备肉所致年。
15、支付的各项税费本期较同期增加779.19万元，上升49.17%，主要是因为本报告期支付所得税、营
业税较同期增加所致。
16、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净流量本期较同期减少7,660.60万元，下降97.26%，主要是去年同期公司处
置了成都银行股权所致。
17、筹资活动产生的净流量本期较同期增加28,603.57万元，上升445.8%，主要是公司在报告期内新增
短期借款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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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期内，本公司中标2012年度第三批中央储备冻猪肉收储，并于2012年9月11日签订完所有合同。
本公司及所属控股子公司作为华商储备商品管理中心会员单位，根据华商储备《关于2012年第三批中
央储备冻猪肉收储竞价交易有关事项的通知》，本公司中标该批中央储备冻猪肉3,900吨，标的价值合计
为9,423.00万元。
报告期内，公司共中标储备肉7,100吨，标的总价值17,427.30万元，目前已经有部分出库，投放市场。
4、其他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的子公司江安高金食品有限公司于 2012 年 8 月 21 日参与江安县国土资源局宗地编号为江安出让
（2012）8 号的土地拍卖，并成功竞得了该宗地的国有土地使用权。2012 年 9 月 20 日，江安高金与江安
县国土资源局签订了合同编号为“1403-2012-9”的《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报告期内，公司已
经支付完全部土地出让款，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证尚在办理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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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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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改承诺

承诺人

承诺内容

承诺时间

承诺期限

履行情况

在其任职期间
每年转让的股
份不超过其所
金翔宇、高达
持有本公司股 2007 年 06 月 07 在任期间以及
明、邓江、陈林、
离职后半年。
份总数的 25%，日
唐桂英
离职后半年内
不转让其所持
有本公司股份。

良好

本人目前所从
事业务与公司
不存在同业竞
争的情况，本人
在今后作为公
金翔宇、高达
本人在今后作
司的主要股东 2007 年 01 月 10
明、邓江、陈林、
为公司的主要
期间，也不进行 日
唐桂英
股东期间。
从事与公司相
同或相似的业
务或者构成竞
争威胁的业务
活动。

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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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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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是 □ 否 □ 不适用
作出承诺
承诺的解决期限
解决方式
承诺的履行情况

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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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5%

至

-76.59%

2012 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变动区
间（万元）

1,000

至

1,500

2011 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64,088,250.91
1、2012 年度主营业务业绩较去年同期有所上升，实现减亏。
2、2012 年度非主业业务收入较去年同期下降。即：

业绩变动的原因说明

（1）2011 年度公司收到因终止宜宾翠屏区一级土地整理项目的补偿款
16,000 万元，
（2）2011 年度让成都银行股份取得股权转让收益 2,850 万元和收到投资成
都银行的分红款 225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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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 2012 年收到最后一笔补偿款 5,800 万元后，预计再无其它非主业收
入。

（五）其他需说明的重大事项
1、证券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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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

5、发行公司债券情况
是否发行公司债券
□

是 √ 否

四川高金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金翔宇

二〇一二年十月二十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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