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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重要提示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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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公司第一季度财务报告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
1.3 公司负责人唐炳泉、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杨超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顾茜一声明：保
证季度报告中财务报告的真实、完整。

§2 公司基本情况
2.1 主要会计数据及财务指标
单位：元
本报告期末
资产总额（元）

上年度期末

增减变动（％）

1,066,549,421.74

959,011,718.96

11.2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元）

797,059,531.22

789,601,571.16

0.94%

总股本（股）

89,403,000.00

89,403,000.00

0.00%

8.92

8.83

1.0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元/股）
本报告期
营业总收入（元）

上年同期

增减变动（％）

110,414,759.92

121,207,518.66

-8.9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7,457,960.06

13,852,165.47

-46.16%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5,230,251.40

3,382,617.69

-254.62%

每股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股）

-0.06

0.04

-250.00%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8

0.15

-46.67%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8

0.15

-46.67%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0.94%

1.77%

-0.83%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
率（%）

0.93%

1.39%

-0.46%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

年初至报告期末金额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但与公司正常经营业务密切相关，符合
国家政策规定、按照一定标准定额或定量持续享受的政府补助除外

156,250.00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50,000.00

所得税影响额

-15,937.50
合计

90,312.50

附注（如适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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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报告期末股东总人数及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股东总数（户）

9,236
前十名无限售条件流通股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全称）

期末持有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数量

吴江市华东鞋业有限公司

1,672,575 人民币普通股

义乌市惠丰皮塑贸易有限公司

1,672,575 人民币普通股

晋江市双象商贸有限公司

1,672,575 人民币普通股

温州市长城贸易有限公司

1,672,575 人民币普通股

杭州双象皮塑有限公司

1,380,000 人民币普通股

周晓燕

669,030 人民币普通股

中国太平洋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传统－
普通保险产品

441,661 人民币普通股

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
券账户

437,000 人民币普通股

中国太平洋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分红-个
人分红

393,440 人民币普通股

深圳市远望工业自动化设备有限公司

307,445 人民币普通股

种类

§3 重要事项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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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资产负债表
1、应收票据期末余额比年初余额减少 100.00%，减少原因为：报告期内应收票据全部背书转让所致。
2、预付款项期末余额比期初余额增加 94.61%，增加原因为：报告期内募投项目采购生产设备及原材料采购增加预付款支出
所致。
3、短期借款期末余额比期初余额增加 333.33%，增加原因为：报告期内因原材料采购需要，短期经营性借款增加所致。
4、应付票据期末余额比期初余额减少 30.52%，减少原因为：报告期内承兑汇票到期兑付所致。
5、应付税费期末余额比期初余额增加 71.49%，增加原因为：报告期内固定资产进项抵扣减少所致。
二、利润表
1、营业税金及附加本期金额较去年同期减少 97.98%，减少原因为：报告期内应交增值税减少，相应影响营业税金及附加减
少所致。
2、销售费用本期金额较去年同期增加 53.06%，增加原因为：本报告期内公司加大了市场销售开拓力度，广告等费用增加以
及销售运费增加所致。
3、财务费用本期金额较去年同期减少 70.05%，减少原因为：报告期内存款利息收入增加所致。
4、营业外收入本期金额较去年同期减少 95.55%，主要原因为：2011 年 3 月公司收到政府上市奖励 300 万元所致。
5、营业外支出本期金额较去年同期增加 5 万元，增加原因为：报告期内慈善捐款所致。
6、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本期金额较去年同期减少 46.16%，主要原因为：
（1）2011 年 3 月公司收到政府上市奖励 300
万元，增加了去年同期的净利润；
（2）受国际金融危机影响，本报告期销售收入有所下降以及原辅材料价格和人工成本上升
等因素影响所致。
7、所得税费用较去年同期减少 47.92%，减少原因为：报告期内利润总额下降，致使所得税费用减少。
三、现金流量表
1、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较去年同期减少 254.62%，主要原因为：受金融危机影响，客户回款速度放缓，致使公司应
收款增加等因素影响所致。
2、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较去年同期增加 68.02%，增加原因为：报告期内募投项目支出减少所致。
3、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净流量较去年同期有较大幅度增长，增加原因为：本报告期内取得银行借款和公司控股子公司吸收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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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股东投资收到的现金所致。

3.2 重大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3.2.1 非标意见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3.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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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3 日常经营重大合同的签署和履行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3.2.4 其他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于 2012 年 3 月 9 日召开的 2012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使用部分超募资金投资成立控股
子公司建设年产 8 万吨 PMMA 高性能光学级液晶材料项目>的议案》
。同意公司使用部分超募资金与江苏双象集团有限公司、
无锡双象新材料有限公司共同出资人民币 30,000 万元成立控股子公司“苏州双象光学材料有限公司（暂定名）
”
，并以该新设
立公司为主体建设年产 8 万吨 PMMA 高性能光学级液晶材料项目。注册资金计划分期到位，其中首期出资公司利用超募资金
中的 7,200 万元作为出资。拟成立公司为本公司的控股子公司，注册资本人民币 30,000 万元（首期到位实收资本人民币 12,000
万元，剩余部分由各出资方自新公司成立之日起两年内缴足），本公司持股 60%；经营范围：聚甲基丙烯酸甲酯树脂（PMMA）
的制造、加工、销售，化工原料及产品的销售，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国家限定公司经营或禁止进出口
的商品及技术除外）
。(具体以工商部门最终核准的经营范围为准）
。具体内容详见 2012 年 2 月 21 日刊登于《证券时报》和巨
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的《无锡双象超纤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使用部分超募资金投资成立控股子公司建设年产
8 万吨 PMMA 高性能光学级液晶材料项目暨关联交易公告》
（公告编号：2012-005）
，
《公司 2012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公告》具体内容 2012 年 3 月 10 日刊登于《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
2012 年 3 月 13 日，苏州双象光学材料有限公司完成了工商注册登记，并取得了江苏省张家港保税区工商行政管理局颁发
的注册号为 320592000059887 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
。具体内容详见 2012 年 3 月 17 日刊登于《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上的《无锡双象超纤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控股子公司完成工商登记的公告》
（公告编号：2012-010）
。

3.3 公司、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承诺事项履行情况
上市公司及其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公司持股 5%以上股东及其实际控制人等有关方在报告期内或持续到报告期内的
以下承诺事项
√ 适用 □ 不适用
承诺事项
股改承诺

承诺人

承诺内容

履行情况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收购报告书或权益变动报告书中所作承
不适用
诺

不适用

不适用

重大资产重组时所作承诺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发行时所作承诺

公司控股股东江
苏双象集团有限
公司和实际控制
人唐炳泉；其他
股东；间接持有
公司股份的董
事、监事和高管

公司控股股东江苏双象
集团有限公司和实际控
制人唐炳泉承诺：自股
票上市之日起 36 个月 报告期内严格履行了上述承诺
内，不转让或委托他人
管理其直接或间接持有
的公司股份，也不由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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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员丁加龙、王 司回购其直接或间接持
春龙、楼惠明、 有的公司股份。同时唐
华国良(已离任）
、炳泉承诺：在其任职期
诸国平、邹福兴 间每年转让的股份不超
(已离任）和田为 过其直接或间接持有本
坤
公司股份总数的百分之
二十五；离职后半年内，
不转让其直接或间接持
有的本公司股份。本公
司其他股东承诺：自股
票上市之日起 12 个月
内，不转让或委托他人
管理其持有的公司股
份，也不由公司回购其
持有的股份。除上述承
诺外，间接持有本公司
股份的董事、监事和高
管人员丁加龙、王春龙、
楼惠明、华国良、诸国
平、邹福兴和田为坤承
诺：自股票上市之日起
一年内不转让其所持股
份；在其任职期间每年
转让的股份不超过其间
接持有本公司股份总数
的百分之二十五；离职
后半年内，不转让其间
接持有的本公司股份。

其他承诺（含追加承诺）

公司控股股东江苏双象
集团有限公司已出具
《关于避免同业竞争的
承诺函》
，承诺“本公司
所控制的除发行人外的
企业及其控制的子公
司、分公司目前未从事
任何与发行人或其所控
制的子公司、分公司相
同或近似业务，未发生
构成或可能构成直接或
间接竞争的情形。本公
司保证将来亦不从事并
不促使本公司所控制的
公司控股股东江 除发行人外的企业及其
苏双象集团有限 所控制的子公司、分公 报告期内严格履行了上述承诺
公司及唐炳泉
司从事与发行人或其所
控制的子公司、分公司
相同或近似的业务，不
会构成直接或间接竞争
的情形，并愿意对违反
上述承诺给发行人造成
的损失承担赔偿责任。
本公司实际控制人唐炳
泉出具了《关于避免同
业竞争的承诺函》
，承诺
“本人所控制的除发行
人外的企业及其控制的
子公司、分公司目前未
从事任何与发行人或其
所控制的子公司、分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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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相同或近似业务，未
发生构成或可能构成直
接或间接竞争的情形。
本人保证将来亦不从事
并不促使本人所控制的
除发行人外的企业及其
所控制的子公司、分公
司从事与发行人或其所
控制的子公司、分公司
相同或近似的业务，不
会构成直接或间接竞争
的情形，并愿意对违反
上述承诺给发行人造成
的损失承担赔偿责任。
”

3.4 对 2012 年 1-6 月经营业绩的预计
2012 年 1-6 月预计的经营业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比上年同期下降幅度小于 50%
绩
2012 年 1-6 月净利润同比变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比上年同期下降幅度
动幅度的预计范围
为：

10.00%

～～

40.00%

2011 年 1-6 月经营业绩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

业绩变动的原因说明

受 2012 年第一季度净利润下滑以及与去年同期相比，政府补贴收入及存款利息收入大幅减少等
因素的影响，预计 2012 年 1-6 月净利润同比将下降。

28,698,414.16

3.5 其他需说明的重大事项
3.5.1 证券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3.5.2 报告期接待调研、沟通、采访等活动情况表
本报告期没有接待投资者实地调研、电话沟通和书面问询。

3.6 衍生品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3.6.1 报告期末衍生品投资的持仓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无锡双象超纤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
唐炳泉
二〇一二年四月十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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