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连友谊(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第三季度季度报告正文

证券代码：000679

证券简称：大连友谊

公告编号：2011-041

大连友谊(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第三季度季度报告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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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第三季度财务报告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
1.3 公司负责人田益群、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孙锡娟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陈爱筠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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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1.9.30

增减幅度（%）

2010.12.31

总资产（元）

9,200,937,526.26

7,577,156,933.15

21.4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元）

1,309,705,105.79

1,118,561,677.78

17.09%

356,400,000.00

237,600,000.00

50.00%

3.675

4.708

-21.94%

股本（股）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元/
股）

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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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1 年 1-9 月

比上年同期增减（%）

1,116,884,129.56

-27.40%

2,591,983,268.42

-13.08%

120,912,670.16

-8.94%

202,637,480.07

-4.97%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

-

-649,456,928.81

-620.70%

每股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股）

-

-

-1.822

-447.05%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339

-39.36%

0.569

-36.57%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339

-39.36%

0.569

-36.57%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9.67%

-3.38%

16.70%

-4.77%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加权平均净资产
收益率（%）

9.68%

-3.42%

16.62%

-4.64%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

金额

附注（如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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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66,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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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62.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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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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

-1,973.47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1,186,752.68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

-499,342.00

所得税影响额

-460,280.15
合计

922,714.2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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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8,1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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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连友谊集团有限公司

种类

150,660,000 人民币普通股

中国工商银行－易方达价值成长混合型证券
投资基金

11,104,566 人民币普通股

中融国际信托有限公司－融新 241 号

2,410,000 人民币普通股

DEUTSCHE BANK AKTIENGESELLSCHAFT

1,909,974 境内上市外资股

华宝信托有限责任公司－单一类资金信托
R2007ZX033

1,302,900 人民币普通股

孟丽萍

1,292,625 人民币普通股

胡志斌

1,024,500 人民币普通股

刘胜利

889,100 人民币普通股

UBS AG

731,000 境内上市外资股

杨太红

675,000 人民币普通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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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应收账款期末比期初增长 205.65%，主要系所属富丽华酒店应收房款增加所致；
2、其他应收款期末比期初下降 64.83%，主要系所属富丽华酒店其他应收款减少所致；
3、存货期末比期初增长 38.94%，主要系所属房地产公司土地储备增加及沈阳星狮地产公司本期纳入合并范围所致；
4、预付账款期末比期初下降 39.36%，主要系预付供货商货款减少所致；
5、长期股权投资期末比期初增长 65.86%，主要系增加对大连保税区中免友谊航运服务有限公司投资所致；
6、应付票据期末比期初增长 41.61%，主要系银行承兑汇票增加所致；
7、应付职工薪酬期末比期初下降 35.79%，主要系本期发放 2010 年年终奖金所致；
8、应缴税费期末比期初下降 2878.76%，主要系房地产业预售收入预缴税金增加；
9、长期借款期末比期初增长 157%，主要系银行长期贷款增加所致；
10、实收资本期末比期初增长 50%，主要系公司根据 2010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以资本公积转增股本所致；
11、资本公积期末比期初下降 59%，原因同上；
12、未分配利润期末比期初增长 36.42%，主要系本期净利润增加所致；
13、营业税金及附加同比下降 74.76%，主要系房地产业营业收入同比下降所致；
14、财务费用同比增长 120.03%，主要系贷款总额增加及贷款利率提高所致；
15、资产减值损失同比下降 110.73%，主要系其他应收款减少影响计提坏账准备减少所致；
16、投资收益同比下降 218.14%，主要系本期收到的交通银行现金红利同比减少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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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营业外支出同比增长 44.32%，主要系所属房地产公司慈善捐赠所致；
18、所得税费用同比下降 44.82%，主要系地产业营业收入同比减少所致；
19、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同比下降 620.70%，主要系本期支付土地价款及房地产业工程投入所致；
20、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同比下降 92.50%，主要系本期收购沈阳星狮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股权所致；
21、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同比增长 115.63%，主要系本期银行借款增加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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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公司控股公司大连发兴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与大连友谊集团有限公司于 2006 年 10 月 13 日签署关于壹品星海二期项目
《服务合同》
（公告内容详见公司 2006 年 10 月 14 日《中国证券报》
、
《证券时报》
），大连友谊集团有限公司履行了合同条款
所规定的各项义务，壹品星海二期项目正式开工。公司控股公司大连发兴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向大连友谊集团有限公司支付
了合同价款 75 %的服务费用，金额为 1,950 万元，截止报告期末未发生变化。
2、根据公司与控股股东大连友谊集团有限公司签署的《房屋租赁合同》
，租用位于人民路 8 号 7、8、9 楼三层楼及其附属资
产，租赁面积总计 6,731.84 平方米，该房屋作为友谊商城商场经营用房；租赁期限至 2012 年末,年租金总计 3,317,114.00 元。
本期按合同支付租赁费等 2,481,020.00 元。
3、公司控股子公司新发兴公司于 2010 年 9 月 2 日与大连市国土资源和房屋局签署了《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
，取得
了（中）2010-020、021、022 号土地开发权。该宗地块总面积为 91,355.90 平方米，综合地价为 152,512.30 万元，用于公建、
住宅及配套公建。截止报告期末，根据合同已支付地价款 76,512.3 万元。
4、2010 年 12 月 21 日，子公司大连友谊金石谷俱乐部有限公司（甲方）与大连利昇国际贸易有限公司（乙方）签订了解除
2008 年签订的购销合同的协议。按照协议规定，将甲方已支付给乙方的 4,800 万元合同款，由乙方于 2011 年末以前全额分期
向甲方返还。截止报告期末，乙方已按解除合同的协议的约定，返还了 500 万元。
5、沈阳星狮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股权收购事项
公司 2011 年 7 月 15 日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收购沈阳星狮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100%股权议案。沈阳星
狮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成立于 2007 年 9 月 18 日，系为开发沈阳金廊 9-4 号地块而设立的项目公司，该公司注册资本 5,998 万
美元，公司除为取得金廊 9-4 号地块使用权而于竞拍后支付的地价款及动迁补偿款外，公司不存在其他重大资产、负债和业
务，巨铭有限公司（香港）持有沈阳星狮 100%股权。编号 2007-093 号金廊 9-4 地块为商业用地，出让年限 40 年，地块面积
15,630.7 平方米，容积率≯12(以市规委会审定方案为准)，规划总建筑面积为 23.8 万平方米，其中地上建筑面积 18.74 万平方
米，地下建筑面积 5.06 万平方米；自持商业面积 7 万平，销售精装修高档公寓 12.8 万平，配套 750 个地下车位，限制高度以
机场净空审批为准，地块内按有关规定配置各项公共服务设施。
2011 年 7 月 15 日，我公司与巨铭有限公司签订股权转让协议，总价款为人民币肆亿贰仟叁佰万元整(RMB423,000,000.00）收
购巨铭有限公司持有的沈阳星狮 100%股权，该议案经提交公司 2011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公告内容详见公司 2011
年 8 月 3 日《中国证券报》
、
《证券时报》
）
。截止 2011 年 9 月 8 日，我公司已按合同要求分次将股权收购价款 42,300 万元全
部存入托管账户。截止报告期末，股东变更的工商登记手续已办理完毕，双方管理权已交接完毕，本期纳入合并报表范围。
6、设立大连友谊合升装饰装修有限公司
公司 2011 年 7 月 26 日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设立大连友谊合升装饰装修有限公司议案。该公司注
册资本人民币 1,000 万元，其中公司出资 70%，大连友谊集团有限公司出资 30%。本期纳入合并报表范围。
7、设立苏州双友置地有限公司
2011 年 9 月 8 日，经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的《关于公司控股子公司江苏友谊合升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与
住友商事株式会社（日本）
、住友商事株式会社（香港）合资设立苏州双友置地有限公司的议案》
。公司控股子公司江苏友谊
合升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与住友商事株式会社（日本）
、住友商事株式会社（香港）合资设立苏州双友置地有限公司，共同开
发江苏友谊合升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2011 年 1 月 7 日通过苏州市国土资源局组织的土地竞拍活动中竞得的苏地 2010-B-74 号
地块（详情见 2011 年 1 月 11 日刊登在《中国证券报》、
《证券时报》上的《关于竞拍苏州市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情况的公告》
）
公司名称：苏州双友置地有限公司（最终名称以工商登记注册为准）注册资本：3.3 亿元人民币。其中：江苏友谊合升房地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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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发有限公司以现金出资 1.815 亿元，持股比例为 55%，住友商事株式会社（日本）以现金出资 1.155 亿元，持股比例为 35%，
住友商事株式会社（香港）以现金出资 0.33 亿元，持股比例为 10%。目前正在办理公司注册相关手续。
8、2009 年 9 月 9 日，经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批准，公司对大连保税区中免友谊航运服务有限公司进行投资参
股，公司拟投资 2,000 万元，持有该公司 40%股权。2010 年 7 月大连友谊（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一期投资款 1,200 万元人
民币出资到位，大连中准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于 2010 年 7 月 15 日出具了《验资报告》
（中准连验字[2010]27 号）
，2011 年
9 月公司第二期增资款 800 万元人民币出资到位，相关工商变更手续正在办理中。

3.2.4 其他
√ 适用 □ 不适用
报告期内公司诉讼、仲裁事项
2007 年 11 月 30 日香港宏宝集团有限公司从香港现代精工有限公司取得大连金石谷乡村俱乐部（现更名为大连友谊金石谷俱
乐部）70%股权，按照约定，香港宏宝集团有限公司应将股权转让款直接支付给大连和氏璧投资有限公司，但其仍有股权转
让款 2,500 万元一直未支付。2009 年 3 月 25 日，大连和氏璧投资有限公司向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请求法院判
令宏宝集团及大连友谊金石谷俱乐部二被告支付股权转让款人民币 2,500 万元及滞纳金；支付违约金 275 万元；同时请求法院
判令二被告承担原告支付的律师费及本案的诉讼费用。
对于大连友谊金石谷俱乐部股权转让前遗留的债权债务问题，双方签订的金石谷公司股权转让协议中约定由大连合和商贸有
限公司及香港宏宝投资有限公司负责清偿股权转让协议正式生效前金石谷公司的所有债务及或有债务。
目前进展情况：2009 年 7 月 16 日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已受理此案。公司经大连友谊金石谷俱乐部原股东大连合和商贸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合和商贸）同意，将本应于 2009 年 12 月 31 日前支付给合和商贸的股权转让价款中的 3,000 万元在前述诉讼未
了结以前暂不支付。
我公司在收购原大连金石谷乡村俱乐部股权时，与原股东方协议商定，有关遗留债权债务由原股东负责处理，并在股权收购
协议中严格制订了收购价款的支付程序，以确保投资风险可控。本报告期内，案件仍在进一步审理过程之中。我公司将一直
密切关注上述诉讼事项的进展情况，并及时履行告知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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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适用
中所作承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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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其他承诺（含追加承诺）

自 2009 年 7 月 27 日获深圳证券交易所批复解除
限售始，如果大连友谊集团有限公司计划未来通
过深圳证券交易所竞价交易系统出售所持公司解
除限售流通股，并于第一笔减持起六个月内减持
大连友谊集团有
报告期内大连友谊集团
数量达到 5%及以上的，大连友谊集团有限公司将
限公司
有限公司履行了承诺
于第一次减持前两个交易日内通过上市公司对外
披露出售提示性公告，包括拟出售的数量、拟出
售的时间、拟出售的价格区间、减持原因及深交
所要求的其他内容。

3.4 预测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期末的累计净利润可能为亏损或者与上年同期相比发生大幅度变动的警示及
原因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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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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位：元
序号

证券品种

证券代码

证券简称

1

股票

000100

TCL

2

股票

601328

交通银行

初始投资金 期末持有数
额（元）
量（股）
21,300.00
7,171,432.50

期末持有的其他证券投资

0.00

12,500

期末账面值

占期末证券
总投资比例
（%）

报告期损益

26,500.00

0.11%

5,062.50

5,287,573 23,688,327.04

99.89%

96,137.70

0.00%

0.00

-

0.00

报告期已出售证券投资损益

-

-

-

合计

7,192,732.50

-

23,714,827.04

-

0.00
100%

101,200.20

证券投资情况说明
1、TCL 股票初始投资金额 21,300.00 元，占该公司股权比例 0.00015%，截止报告期末，持有 TCL 股票 12,500 股，账面价值
26,500.00 元。
2、交通银行股票初始投资金额 7,171,432.50 元，占该公司股权比例 0.0085%，截止报告期末，持有交通银行股票总计 5,287,573
股，账面价值 23,688,327.04 元。

3.5.2 报告期接待调研、沟通、采访等活动情况表
接待时间

接待地点

接待方式

接待对象

谈论的主要内容及提供的资料

2011 年 09 月 08
公司会议室
日

实地调研

方正证券

咨询公司经营情况

2011 年 09 月 09
公司会议室
日

实地调研

SMC 中国基金

咨询公司经营情况

2011 年 09 月 18
公司会议室
日

实地调研

南方基金、宏源证券 咨询公司经营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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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连友谊（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田益群
2011 年 10 月 2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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