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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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负责人田益群先生、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孙锡娟女士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陈爱
筠女士声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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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年度期末

增减变动（％）

资产总额（元）

9,521,301,522.95

9,365,231,372.96

1.6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元）

1,304,524,095.14

1,281,011,191.55

1.84%

356,400,000.00

356,400,000.00

0.00%

3.660

3.594

1.84%

总股本（股）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元/股）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增减变动（％）

营业总收入（元）

790,498,171.29

790,423,886.84

0.0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22,600,797.25

28,434,055.45

-20.52%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127,109,913.61

370,359,422.93

-134.32%

每股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股）

-0.357

1.559

-122.90%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63

0.12

-47.50%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63

0.12

-47.5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75%

2.51%

-0.76%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
率（%）

1.74%

2.49%

-0.75%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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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年初至报告期末金额

附注（如适用）

2,500.00
20,167.15
149,348.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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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

-7,249.05

所得税影响额

-43,003.96
合计

121,762.8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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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9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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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6,660,000 人民币普通股

广东温氏投资有限公司

27,0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光大保德信量
化核心证券投资基金

7,987,3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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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5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大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3,738,695 人民币普通股

胡志斌

2,116,265 人民币普通股

孟丽萍

1,292,625 人民币普通股

黄期锦

985,850 人民币普通股

刘胜利

889,100 人民币普通股

中国建设银行－上投摩根双息平衡混合型证
券投资基金

852,8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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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应收账款期末比期初增长 170.37%，主要系公司所属分、子公司应收房费、货款增加所致。
2、长期股权投资期末比期初增长 36.61%，主要系公司投资南浦外供食品所致。
3、应付票据期末比期初下降 61.07%，系 2011 年办理银行承兑汇票到期解付所致。
4、应付职工薪酬期末比期初下降 53.50%，主要系本期发放 2011 年度年终分配工资所致。
5、应交税费期末比期初下降 36.85%，主要系房地产公司预缴税金所致。
6、财务费用同比增长 229.69%，主要系借款增加及贷款利率提高所致。
7、资产减值损失同比增加 140.45%，主要系本期坏账准备增加所致。
8、投资收益同比下降 90.95%，主要系参股企业亏损增加所致。
9、公允价值变动收益同比下降 58.33%，系公司持有的 TCL 股票股价下降所致。
10、营业外收入同比下降 61.61%，主要系同期补贴收入影响所致。
11、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同比下降 134.32%，主要系本期房地产预收房款减少及支付工程款增加所致。
12、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同比下降 202.42%，主要系本期在建工程投资增加所致。
13、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同比增长 225.28%，主要系本期借款增加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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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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 2008 年 9 月 28 日续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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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租用建筑面积 4,806.84 平方米，该房屋作为友谊商城新增商场经营用房；报告期内又增加租赁面积 1,925
平方米，租赁面积总计 6,731.84 平方米，租赁期限至 2012 年末,年租金总计 3,317,114.00 元。本期按合同支付给大连友谊集团
有限公司房屋租赁费 817,9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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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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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公司正在敦促大连利•N 国际贸易有限
公司尽快还款。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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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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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2011 年 12 月 21 日，公司召开了第六届董事会第二次临时会议，审议公司与南浦食品（集团）有限公司合资成立大连南浦
外供贸易有限公司议案，公司与南浦食品（集团）有限公司合资成立大连南浦外供贸易有限公司 （经工商注册登记后名称为
大连南浦外供食品有限公司）
。公司注册资本：3,000 万元人民币，其中南浦食品（集团）有限公司现金出资 2,100 万元，占比
70%，大连友谊（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现金出资 900 万元，占比 30%，法定代表人：龚孜峰，注册地址：辽宁省大连市中山
区人民路 91 号，公司组织形式：有限责任公司，经营范围：预包装食品销售；国内一般贸易（法律、法规禁止的项目除外，
法律、法规限制的项目取得许可证后方可经营）
，2012 年 1 月 20 日完成工商注册登记。
2012 年 3 月 12 日，公司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会议以 7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对大连
南浦外供食品有限公司增资的议案》
。经投资双方协商，将大连南浦外供食品有限公司投资额由 3,000 万元增至 5,000 万元，
双方根据原合资公司股权比例相应注资，其中南浦食品（集团）有限公司现金增资 1,400 万元，大连友谊（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现金增资 600 万元。至此南浦食品（集团）有限公司现金出资 3,500 万元，占比 70%，大连友谊（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现
金出资 1,500 万元，占比 30%，相关工商注册登记正在办理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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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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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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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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件正在审理中。公司经大连合和商贸有限公司同意，将
本应于 2009 年 12 月 31 日前支付完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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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风险揭示：随着国家对房地产宏观调控持续深化，土地使用政策出现变化，给该项目带来不确定性风险，公司将采取积极措
施加强对历史遗留等问题的解决，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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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适用

承诺内容
不适用

履行情况
不适用

收购报告书或权益变动报告书中所作承 广东温氏投资有 在未来 12 个月无继续增 报告期内广东温氏投资有限公司履行了承
诺
限公司
持大连友谊股份的计划 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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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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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月内减持数量达到 5%
大连友谊集团有 及以上的，大连友谊集 报告期内大连友谊集团有限公司履行了承
限公司
团有限公司将于第一次 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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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在未
来 12 个月没有继续减持
大连友谊股份的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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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期末账面值

12,500

占期末证券
总投资比例
（%）

报告期损益

25,500.00

0.10%

2,500.00

5,287,573 24,904,468.83

99.90%

0.00

0.00%

0.00

-

0.00

报告期已出售证券投资损益

-

-

-

合计

7,192,732.50

-

24,929,968.83

-

0.00
100%

2,5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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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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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904,468.83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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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连友谊（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田益群
2012 年 4 月 2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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