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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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內容概不負

責，對其準確性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會因本公告全部

或任何部份內容而產生或因倚賴該等內容而引致之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在中華人民共和國註冊成立之股份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1033) 

 

二零一二年第三季度報告 

本公告由中國石化儀征化纖股份有限公司（“本公司”）根據香港聯合交易所有

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第 13.09（1）條規定及上海證券交易所相關規則而作出。 

 

本公司董事會（“董事會”）謹此呈上本公司截至二零一二年九月三十日止三個月

之季度業績。 

 

§1 重要提示 

 

1.1 本公司董事會、監事會及其董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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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完整性承擔個別及連帶責任。 

 

1.2 本公司二零一二年第三季度財務報表按照中國企業會計準則編制及未經審

計。 

 

1.3 本公司董事長盧立勇先生，副董事長、總經理肖維箴先生，總會計師李建平

先生及資產財務部主任徐秀雲女士聲明：保證季度報告中的財務報告真實和完

整。 

 

§2 公司基本情況 

 

2.1 本公司主要會計資料及財務指標（按照中國企業會計準則編制及未經審計）

   

 
本報告期末 

人民幣千元 

上年度期末 

人民幣千元 

本報告期末比

上年度期末 

增/(減)（％） 

總資產 10,636,848 11,449,599 (7.1) 

歸屬于母公司的股東權益 8,620,916 9,030,625 (4.5) 

歸屬于母公司股東的每股淨資產 人民幣 2.155 元 人民幣 2.258元 (4.5) 

 
年初至本報告期期末 

 

比上年同期 

增/(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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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營活動產生的現金流量淨額 人民幣(304,902)千元  不適用 

每股經營活動產生的現金流量淨

額 
人民幣(0.076)元 不適用 

 

本報告期 

 

人民幣千元 

年初至本報告期   

期末 

人民幣千元 

本報告期比上

年同期 

增/(減)（％） 

歸屬于母公司股東的淨虧損 73,559 290,129 (127.1) 

基本每股虧損 人民幣 0.018 元 人民幣 0.072 元 (127.1) 

稀釋每股虧損 人民幣 0.018 元 人民幣 0.072 元 (127.1) 

扣除非經常性損益後的基本每股

虧損 

人民幣 0.018 元 人民幣 0.072 元 (133.9) 

加權平均淨資產收益率 (0.83%) (3.29%) 減少 3.96 個百

分點 

扣除非經常性損益後的加權平均

淨資產收益率 
(0.82%) (3.27%) 

減少 3.90 個百

分點 

非經常性損益項目 年初至本報告期期末金額 

人民幣千元 

非流動資產處置損失 （5,353） 

計入當期損益的政府補助 967 

處置金融資產產生的投資收益 6,751 

除上述各項之外的其他營業外收

入和支出 

（4,494） 

所得稅影響額 532 

合計 （1,597） 

注：由於本公司唯一的子公司於 2011 年 12 月 28 日被本公司吸收合併，在截至 2012 年 9

月 30日止 9個月期間內，本公司沒有納入合併範圍的子公司。于按照中國企業會計準則編

制之第三季度財務報表中資產負債表、利潤表及現金流量表中列示的比較數為已披露的合併

資料。 

 

2.2 報告期末股東總數及前十名流通股股東持股情況 

 
報告期末股東總數 32,795 戶，其中 H 股股東人數 529 戶。 

前十名流通股股東持股情況 

股東名稱 期末持有流通股的數量

（股） 

種類 

香港中央結算(代理人) 有限公司
 *
 1,384,858,005 H股 

中國建設銀行－上投摩根中國優勢證券投資基金 31,213,873 流通 A股 

曾兆林 3,192,069 流通 A股 

林友明 1,941,700 流通 A股 

IP KOW 1,900,000 H股 

陳張花 937,000 流通 A股 

陳張友 800,000 流通 A股 

中國工商銀行－匯添富上證綜合指數證券投資基金 753,304 流通 A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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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兆成 721,108 流通 A股 

梁德紹 716,328 流通 A股 

*  代理不同客戶持有。 

 

2.3 報告期內經營活動總體狀況的簡要分析 

文中涉及之財務資料（如適用）均節錄自本公司按中國企業會計準則編制之未經
審計二零一二年第三季度財務報表。 

 

本公司主要從事生產及銷售聚酯切片和滌綸纖維業務，並生產聚酯主要原料精對

苯二甲酸（“PTA”）。 

 

二零一二年第三季度，本公司生產裝置安全、穩定運行。共生產聚酯產品 551,884

噸，較上年同期的 549,276 噸增加 0.5%，聚酯聚合產能利用率達 94.7%。共生產

PTA269,301 噸，較上年同期的 273,636 噸減少 1.6%。本公司共銷售聚酯產品

456,049 噸，較上年同期的 450,135 噸增加 1.3%。扣除自用量等因素，產銷率達

104.7%。本公司共生產聚酯專用料 228,236 噸，專用料比率達 83.0%，同比下降

8.3 個百分點；生產差別化纖維 148,462 噸，差別化率達 89.4%,同比提高 0.3 個百

分點。  

 

生產量 

 2012年 7-9月 2011年 7-9月 

生產量（噸） 占生產量比重（％） 生產量（噸） 占生產量比重（%） 

聚酯產品     

聚酯切片 274,877 49.8 272,199 49.6 

瓶級切片 102,058 18.5 86,501 15.7 

滌綸短纖維 129,427 23.4 131,937 24.0 

滌綸中空纖維 15,852 2.9 12,498 2.3 

滌綸長絲 29,670 5.4 46,141 8.4 

聚酯產品總計 551,884 100.0 549,276 100.0 

PTA 269,301 100.0 273,636 100.0 

 

銷售量 

 2012年 7-9月 2011年 7-9月 

 銷售量（噸） 占銷售量比重（％） 銷售量（噸） 占銷售量比重（%） 

聚酯產品     

聚酯切片 173,613 38.1 181,743 40.4 

瓶級切片 102,377 22.4 89,623 19.9 

滌綸短纖維 140,922 30.9 130,070 28.9 

滌綸中空纖維 17,387 3.8 13,674 3.0 

滌綸長絲 21,750 4.8 35,025 7.8 

總計 456,049 100.0 450,135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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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營成果 

本報告期內，雖然本公司聚酯產品銷售量較去年同期上升了 1.3%，但由於聚酯

產品加權平均價格（不含增值稅）較去年同期下降了 20.1%，本公司營業收入比

去年同期降低了 19.1%，為人民幣 4,296,177 千元。歸屬于母公司股東的淨虧損

為人民幣 73,559 千元，而去年同期歸屬于母公司股東的淨利潤為人民幣 271,679

千元。 

 

 2012年 7-9月 2011年 7-9月 

營業收入 

人民幣千元 

占營業收入比重

（％） 

營業收入 

人民幣千元 

占營業收入比重

（％） 

聚酯產品     

聚酯切片 1,478,694 34.4 1,957,159 36.9 

瓶級切片 871,543 20.2 969,880 18.3 

滌綸短纖維 1,329,780 31.0 1,570,460 29.6 

滌綸中空纖維 197,146 4.6 172,560 3.2 

滌綸長絲 214,642 5.0 470,676 8.8 

其他 204,372 4.8 168,883 3.2 

總計 4,296,177 100.0 5,309,618 100.0 

 

§3 重要事項 

3.1 主要會計報表項目、財務指標大幅度變動的情況及原因（資料節錄自按中國

企業會計準則編制之財務報表）(未經審計) 

√適用   □不適用 

 

項目 於二零一二年 

九月三十日 

人民幣千元 

於二零一一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人民幣千元 

變化 

% 

變化主要原因 

貨幣資金 734,580 1,541,821 (52.4) 經營及投資活動現金流出 

應收賬款 163,266 104,668 56.0 期末應收銷售款增加 

預付帳款 206,677 59,625  246.6  期末預付工程款餘額上升 

其它應收款 147,284  11,718  1,156.9  期末預繳所得稅餘額上升 

可供出售金融資

產 -  200,000  (100.0) 
處置相關到期資產 

其他流動資產            -        219,924   (100.0) 期末將預繳稅金重分類至其

他科目核算 

長期股權投資 420,169  303,089  38.6  對合營公司增加投資 

在建工程 1,907,886  1,201,201  58.8  工程項目投入增加 

遞延所得稅資產 226,075 122,536 84.5 根據可抵扣虧損確認相關遞

延所得稅資產 

預收賬款 492,383 345,656 42.4  期末客戶預付款增加 

應交稅費 (181,918) 12,322 (1,576.4) 留抵增值稅額上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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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九個月  

期間 

變化 

% 

變化主要原因 

二零一二年 

人民幣千元 

二零一一年 

人民幣千元 

營業稅金及附加 730 32,955 (97.8) 實繳流轉稅額下降 

財務淨收益 28,189 41,620 (32.3) 利息收入下降 

資產減值損失 1,652 (3,032) 不適用 壞賬損失增加 

公允價值變動損益 - 310 (100.0) 不存在此類事項 

投資收益 12,462 6,557 90.1 長期股權投資收益增加 

營業外收入 2,672 69,652 (96.2) 處置固定資產收益減少 

營業外支出 11,552 7,641 51.2 處置固定資產損失增加 

所得稅 (92,207) 230,078 (140.1) 虧損導致所得稅費用變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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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適用 

 

3.3 本公司、股東及實際控制人承諾事項履行情況 

□適用   √不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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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適用 

 

3.5 本報告期內，本公司現金分紅政策的執行情況 

於二零一二年六月十五日召開的本公司二零一一年股東年會，批准向全體股東派

發截至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末期股利每股人民幣 0.03 元（含稅），

本公司已於二零一二年七月二十七日完成了上述末期股利派發工作。對境內股東

派發股利具體事項之信息刊登在二零一二年七月九日的《中國證券報》、《上海

證券報》和《證券時報》上；對境外股東派發股利具體事項之信息刊登在本公司

登載於香港聯交所網站的日期為二零一二年六月十九日的公告以及本公司二零

一一年股東年會決議公告內。本公司二零一一年股東年會決議公告登載於二零一

二年六月十六日之《中國證券報》、《上海證券報》、《證券時報》以及香港聯

交所網站。 

 

承董事會命 

盧立勇 

董事長 

二零一二年十月三十日，南京 

於本公告刊發日，本公司董事為盧立勇、孫志鴻、肖維箴、龍幸平、張鴻、官調生、孫玉國、

沈希軍，史振華*、喬旭*、楊雄勝*及陳方正*。 

*獨立董事 



                                              - 6 - 

§4附錄 

4.1 

資產負債表 

2012 年 9 月 30 日 

編制單位: 中國石化儀征化纖股份有限公司 

單位：千元 幣種：人民幣 審計類型：未經審計 

項目 期末餘額 年初餘額 

流動資產： 
  

    貨幣資金 734,580 1,541,821 

    應收票據 1,862,074 2,236,236 

    應收賬款 163,266 104,668 

    預付款項 206,677 59,625 

    其他應收款 147,284 11,718 

    存貨 1,619,668 1,756,664 

可供出售金融資產 - 200,000 

    其他流動資產 - 219,924 

      流動資產合計 4,733,549 6,130,656 

非流動資產： 
  

    長期股權投資 420,169 303,089 

    固定資產 3,045,237 3,366,832 

    在建工程 1,907,886 1,201,201 

    無形資產 303,932 325,285 

    遞延所得稅資產 226,075 122,536 

      非流動資產合計 5,903,299 5,318,943 

          資產總計 10,636,848 11,449,599 

流動負債： 
  

    應付帳款 1,281,404 1,605,443 

    預收款項 492,383 345,656 

    應付職工薪酬 78,676 61,927 

    應交稅費 (181,918) 12,322 

    其他應付款 328,249 377,311 

    流動負債合計 1,998,794 2,402,659 

非流動負債： 
  

    遞延收益 17,138 16,315 

      非流動負債合計 17,138 16,315 

        負債合計 2,015,932 2,418,974 

所有者權益（或股東權益）： 
  

    實收資本（或股本） 4,000,000 4,000,000 

    資本公積 3,146,794 3,146,794 

    專項儲備 420 - 

    盈餘公積 200,383 200,3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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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分配利潤 1,273,319 1,683,448 

          所有者權益（或股東權益）合計 8,620,916 9,030,625 

        負債和所有者權益（或股東權益）總計 10,636,848 11,449,599 

法定代表人: 盧立勇先生  總經理：肖維箴先生 總會計師:李建平先生  資產財務部主任:徐秀

雲女士  

 

4.2 

利潤表 

編制單位: 中國石化儀征化纖股份有限公司 

單位：千元 幣種：人民幣 審計類型：未經審計 

項目 
本期金額 

（7－9月） 

上期金額 

（7－9月） 

年初至報告期

期末金額（1-9

月） 

上年年初至報

告期期末金額

（1-9 月） 

一、營業收入 4,296,177 5,309,618 12,624,772 15,642,205 

    減：營業成本 4,110,716 4,720,415 12,241,440 13,815,809 

          營業稅金及附加 346 10,602 730 32,955 

          銷售費用 57,940 66,947 168,325 175,885 

          管理費用 207,662 230,435 626,732 643,951 

          財務費用 -5,315 -19,986 -28,189 -41,620 

          資產減值損失 - -3,920 1,652 -3,032 

    加：公允價值變動收益（損失

以“－”號填列） 

- - - -310 

        投資收益（損失以“－”號

填列） 

3,207 - 12,462 6,557 

          其中：對聯營企業和合營企

業的投資收益 

3,207 - 5,711 - 

二、營業利潤（虧損以“－”號

填列） 

-71,965 305,125 -373,456 1,024,504 

    加：營業外收入 556 13,999 2,672 69,652 

    減：營業外支出 2,150 7,328 11,552 7,641 

      其中：非流動資產處置損失   6,296 628 

三、利潤總額（虧損總額以“－”

號填列） 

-73,559 311,796 -382,336 1,086,515 

    減：所得稅費用 - 40,117 -92,207 230,078 

四、淨利潤（淨虧損以“－”號

填列） 

-73,559 271,679 -290,129 856,437 

    歸屬于母公司股東的淨利潤 -73,559 271,679 -290,129 856,437 

五、每股收益：     

    （一）基本每股收益 -0.018 0.068 -0.072 0.214 

    （二）稀釋每股收益 -0.018 0.068 -0.072 0.214 

六、其他綜合收益 - - - - 

七、綜合收益總額 -73,559 271,679 -290,129 856,437 

    歸屬于母公司股東的綜合收益 -73,559 271,679 -290,129 856,4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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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額 

法定代表人: 盧立勇先生  總經理：肖維箴先生 總會計師:李建平先生  資產財務部主任:徐秀

雲女士 

 

4.3 

現金流量表 

2012 年 1—9 月 

編制單位: 中國石化儀征化纖股份有限公司 

單位：千元 幣種：人民幣 審計類型：未經審計 

項目 
年初至報告期期末金額

（1-9 月） 

上年年初至報告期期末

金額（1-9 月） 

一、經營活動產生的現金流量： 
  

    銷售商品、提供勞務收到的現金 13,277,973 16,004,055 

    收到的稅費返還 5,494 15,495 

      經營活動現金流入小計 13,283,467 16,019,550 

    購買商品、接受勞務支付的現金 -12,468,601 -14,378,349 

    支付給職工以及為職工支付的現金 -666,153 -518,943 

    支付的各項稅費 -97,013 -625,642 

    支付其他與經營活動有關的現金 -356,602 -479,048 

      經營活動現金流出小計 -13,588,369 -16,001,982 

        經營活動產生的現金流量淨額（使用以

“－”號填列） 
-304,902 17,568 

二、投資活動產生的現金流量： 
  

    收回投資收到的現金 406,751 408,090 

    處置固定資產、無形資產和其他長期資產收回

的現金淨額 
3,525 30,599 

    收到其他與投資活動有關的現金 23,537 39,589 

      投資活動現金流入小計 433,813 478,278 

    購建固定資產及無形資產支付的現金 -504,784 -327,663 

    取得金融資產所支付的現金 -200,000 -700,000 

    投資合營公司支付的現金淨額 -111,368 - 

      投資活動現金流出小計 -816,152 -1,027,663 

        投資活動使用的現金流量淨額 -382,339 -549,385 

三、籌資活動產生的現金流量： 
  

    分配股利、利潤或償付利息支付的現金 -120,000 -120,000 

      籌資活動現金流出小計 -120,000 -120,000 

        籌資活動使用的現金流量淨額 -120,000 -120,000 

四、匯率變動對現金及現金等價物的影響 - - 

五、現金及現金等價物淨減少額 -807,241 -651,817 

    加：期初現金及現金等價物餘額 1,541,821 2,767,258 

六、期末現金及現金等價物餘額 734,580 2,115,441 

法定代表人: 盧立勇先生  總經理：肖維箴先生 總會計師:李建平先生  資產財務部主任:徐秀

雲女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