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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告的內容概不負責，
對其準確性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對因本公告全部或任何
部分內容而產生或因倚賴該等內容而引致的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2 0 1 2年第三季度報告

1 重要提示

1.1 本公司董事會、監事會及董事、監事、高級管理人員保證本報告所載資料
不存在任何虛假記載、誤導性陳述或者重大遺漏，並對其內容的真實性、
準確性和完整性負個別及連帶責任。

1.2 公司全體董事出席董事會會議。

1.3 本公司第三季度財務報告未經審計

1.4 公司董事長宋建明先生、財務總監宋飛女士及財務部部長陳靜女士聲明：
保證本季度報告中財務報告的真實、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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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公司基本情況

2.1 主要會計數據及財務指標

單位：（人民幣）元

本報告期末 上年度期末

本報告期末比上

年度期末增減

（%）

總資產 1,297,500,511.61 1,415,785,144.79 -8.35

所有者權益（或股東權益） 85,406,950.53 127,013,633.44 -32.76

歸屬於上市公司股東的每股淨資產 0.1708 0.2540 -32.76

年初至報告期末 比上年同期增減

（%）

經營活動產生的現金流量淨額 -4,961,853.05 不適用
每股經營活動產生的現金流量淨額 -0.0099 不適用

報告期

年初至

報告期期末

本報告期

比上年同期增減

（%）

歸屬於上市公司股東的淨利潤 3,419,558.33 -41,599,644.60 不適用
基本每股收益 0.0068 -0.0832 不適用
扣除非經常性損益後基本每股收益 -0.0010 -0.0934 不適用
稀釋每股收益 0.0068 -0.0832 不適用
加權平均淨資產收益率（%） 4.09 -39.17 上升7.62個

百分點
扣除非經常性損益後
 加權平均淨資產收益率（%）

-0.57 -43.96 上升6.91個
百分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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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經常性損益項目

年初至報告期期

末金額

非流動性資產處置損益，包括已計提資產減值準備的沖銷部分 3,711,156.80

計入當期損益的政府補助，但與公司正常經營業務密切相關，
 符合國家政策規定、按照一定標準定額或定量持續享受的
 政府補助除外 1,359,615.42

債務重組損益 509,354.07

企業重組費用，如安置職工的支出、整合費用等 -407,925.00

除上述各項之外的其他營業外收支淨額 -36,828.31

所得稅影響數 -13,557.48

少數股東影響數 -32,504.78

合計 5,089,310.72

2.2 報告期末股東總數及前十名流通股股東持股表

單位：股

報告期末股東總數（戶） 21,323戶。其中A股股東21,269戶，H股股東54戶。

前十名無限售條件股東的持股情況

股東名稱（全稱）

期末持有

無限售條件

流通股的數量

種類

(A、B、H股
或其他）

香港中央結算（代理人）有限公司 247,866,998 H股
中國洛陽浮法玻璃集團有限責任公司 159,018,242 A股
張立新 2,754,944 A股
劉桃香 1,302,650 A股
張瑞潁 670,000 A股
李 茹 648,000 A股
芮志英 610,000 A股
陳 宏 505,614 A股
姚 萱 472,516 A股
周春霞 433,213 A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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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重要事項

3.1. 公司主要會計報表項目、財務指標大幅度變動的情況及原因

3適用 不適用

項目 2012年9月30日 2011年12月31日 增減幅度 變動原因

（%）

應收票據 12,667,444.86 38,307,354.54 -66.93 主要原因是本期產品銷量
 減少、售價降低使得
 應收票據減少

在建工程 59,304,884.19 21,667,229.11 173.71 主要原因是本期公司
 全資子公司 — 龍昊
 公司因一線冷修改造
 部分資產轉入在建工程

短期借款 17,000,000.00 29,850,000.00 -43.05 主要原因是本期歸還了
 母公司的部分委託貸款

應付職工薪酬 31,723,918.68 21,312,263.58 48.85 主要原因是本期計提的
 社保費尚未支付

項目 2012年1-9月 2011年1-9月 增減幅度

（%）

營業收入 458,622,970.21 721,753,330.46 -36.46 主要原因是銷量減少、
 售價下滑引起收入減少

營業成本 379,988,998.67 643,796,304.48 -40.98 主要原因是銷量減少
 引起成本支出減少

資產減值損失 6,651,113.80 -4,748,191.89 不適用 主要原因是本期計提存貨
 跌價準備及去年同期
 因收回已提壞賬的往來
 款項而轉銷壞賬準備
 所致

投資收益 1,735,612.20 不適用 主要原因是本期公司控股
 子公司 — 龍飛公司
 收到三門峽商業銀行
 投資分紅

營業外收入 6,207,416.88 81,362,767.24 -92.37 主要原因是上年同期含
 有收儲土地時取得的
 資產處置收益

營業外支出 664,118.90 2,792,265.73 -76.22 主要原因是上年同期含
 有處理部分重油的損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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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2012年1-9月 2011年1-9月 增減幅度

（%）

經營活動產生的
 現金流量淨額

-4,961,853.05 -56,437,790.66 不適用 主要原因是本期產能
 減少，使得支付的材料
 款等減少

投資活動產生的
 現金流量淨額

36,448,512.82 113,163,943.58 -67.79 主要原因是本期收到的
 土地使用權處置款較
 上期減少所致

籌資活動產生的
 現金流量淨額

-45,811,973.58 -38,928,661.24 不適用 主要原因是今年歸還銀行
 借款比上年增加

3.2 重大事項進展情況及其影響和解決方案的分析說明

適用 3不適用

3.3 公司、股東及實際控制人承諾事項履行情況

3適用 不適用

中建材玻璃公司通過國有股權無償劃轉而間接收購本公司31.8%股份時承諾：
中建材玻璃公司及其所控制企業今後將不以任何方式（包括但不限於單獨
經營、通過合資經營或擁有另一公司或企業的股份及其他權益）直接或間接
參與任何與本公司主營業務構成競爭的業務或活動。如獲得的商業機會與
本公司主營業務有競爭或可能有競爭的，將立即通知本公司，盡力將該商
業機會給予本公司，以確保本公司全體股東利益不受損害。

至報告期末，中建材玻璃公司遵守了承諾。

中國建材集團及中建材玻璃公司於2010年12月在解決與本公司的同業競爭
問題時曾承諾：計劃在未來三年內，以洛陽玻璃為平台，通過一系列業務
和資產重組等方式進行整合，全面解決洛陽玻璃與龍新玻璃、方興科技及
中聯玻璃間存在的同業競爭情況。目前相關事宜尚在履行當中，一旦確定
具體的實施方案，本公司將及時進行披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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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預測年初至下一報告期期末的累計淨利潤可能為虧損或者與上年同期相比
發生大幅度變動的警示及原因說明

適用 3不適用

3.5 現金分紅政策的執行情況

報告期，公司無進行現金分紅。

承董事會命
洛陽玻璃股份有限公司

宋建明

董事長

中國‧洛陽
二零一二年十月二十九日

於本公告日期，本公司董事會包括三名執行董事：宋建明先生、倪植森先生及 
宋飛女士；三名非執行董事：趙遠翔先生、張宸宮先生及郭義民先生；及四名獨立
非執行董事：張戰營先生、郭愛民先生、黃平先生及董家春先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