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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重要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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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幷對其內容的真實性、 準確性和
完整性承擔個別及連帶責任。

沒有董事、 監事、 高級管理人員對半年度報告內容的真實性、 準確性和完整
性無法保證或存在异議。

所有董事均出席了審議半年度報告的董事會。
本半年度財務報告未經會計師事務所審計。
公司負責人王建宇先生、 主管會計工作負責人王建宇先生及會計機構負責人

(會計主管人員) 高亞軍先生聲明： 保證半年度報告中財務報告的真實、 完整。
二、 上市公司基本情况
（一） 基本情况簡介

A股簡稱 *ST盛潤 A
A股代碼 000030
上市證券交易所 深圳證券交易所

董事會秘書 證券事務代表
姓名 魏傳義 陳聯坦

聯繫地址 廣東省深圳市福田區泰然大道勁松
大厦 5D董秘室

廣東省深圳市福田區泰然大道勁松大
厦 5D董秘室

電話 (0755) 83877511 (0755) 83875531
傳真 (0755) 83875212 (0755) 83875212
電子信箱 lionda@mailcenter.com.cn lionda@mailcenter.com.cn

（二） 主要財務數據和指標
1、 主要會計數據和財務指標
以前報告期財務報表是否發生了追溯調整
□ 是 √ 否

本報告期末 上年度期末 本報告期末比上年
度期末增减 (%)

總資産 （元） 64,663,557.23 66,169,347.65 -2.28%
歸屬于上市公司股東的所有者權益 （元） 579,125.44 2,041,582.82 -71.63%

股本（股） 288,420,000.0
0 288,420,000.00 0%

歸屬于上市公司股東的每股淨資産 （元/股） 0.002 0.0071 -71.83%
資産負債率 （%） 99.1% 96.91% 2.26%

報告期 （1-6
月） 上年同期 本報告期比上年同

期增减 (%)
營業總收入 （元） 0.00 109,006.80 -100%
營業利潤 （元） -1,602,457.38 -7,913,843.43 79.75%
利潤總額 （元） -1,462,457.38 1,457,274,152.87 -100.1%
歸屬于上市公司股東的淨利潤 （元） -1,462,457.38 1,457,274,152.87 -100.1%
歸屬于上市公司股東的扣除非經常性損益的
淨利潤 （元） -1,602,457.38 1,457,274,152.87 -100.11%

基本每股收益 （元/股） -0.0051 5.05 -100.1%
稀釋每股收益 （元/股） -0.0051 5.05 -100.1%
加權平均淨資産收益率 （%） -111.61% -105.87% -5.74%
扣除非經常性損益後的加權平均淨資産收益
率 （%） -122.29% 0.32% -122.61%

經營活動産生的現金流量淨額 （元） -1,307,733.01 1,143,387.74 -214.37%
每股經營活動産生的現金流量淨額 （元/股） -0.0045 -0.0004 214.37%

報告期末公司前主要會計數據和財務指標的說明 （如有追溯調整， 請填寫調
整說明）

無
2、 非經常性損益項目
√ 適用 □ 不適用

非經常性損益項目 年初到報告期
末金額 （元） 說明

非流動資産處置損益
越權審批或無正式批准文件的稅收返還、 减免
計入當期損益的政府補助 （與企業業務密切相關， 按照國家統一標準
定額或定量享受的政府補助除外）
計入當期損益的對非金融企業收取的資金占用費
企業取得子公司、 聯營企業及合營企業的投資成本小于取得投資時應
享有被投資單位可辨認淨資産公允價值産生的收益
非貨幣性資産交換損益
委托他人投資或管理資産的損益
因不可抗力因素， 如遭受自然灾害而計提的各項資産减值準備
債務重組損益
企業重組費用， 如安置職工的支出、 整合費用等
交易價格顯失公允的交易産生的超過公允價值部分的損益
同一控制下企業合幷産生的子公司期初至合幷日的當期淨損益
與公司正常經營業務無關的或有事項産生的損益
除同公司正常經營業務相關的有效套期保值業務外， 持有交易性金融
資産、 交易性金融負債産生的公允價值變動損益， 以及處置交易性金
融資産、 交易性金融負債和可供出售金融資産取得的投資收益
單獨進行减值測試的應收款項减值準備轉回
對外委托貸款取得的損益
采用公允價值模式進行後續計量的投資性房地産公允價值變動産生的
損益
根據稅收、 會計等法律、 法規的要求對當期損益進行一次性調整對當
期損益的影響
受托經營取得的托管費收入
除上述各項之外的其他營業外收入和支出 140,000.00
其他符合非經常性損益定義的損益項目
少數股東權益影響額
所得稅影響額
合計 140,000.00 --

3、 同時按照國際會計準則與按中國會計準則披露的財務報告中淨利潤和淨
資産差异情况

□ 適用 √ 不適用
4、 同時按照境外會計準則與按中國會計準則披露的財務報告中淨利潤和淨

資産差异情况
□ 適用 √ 不適用
三、 股本變動及股東情况
（一） 股本變動情况表
√ 適用 □ 不適用

本次變動前 本次變動增减 （＋， －） 本次變動後

數量 比例
(%)

發行
新股 送股 公積金

轉股 其他 小計 數量 比例 (%)

一 、 有限售
條件股份 153,504,423 53.22% -39,667,996 -39,667,996 113,836,427 39.47%

1、 國家持股
2、 國有法人
持股
3、 其他內資
持股 153,504,423 53.22% -39,667,996 -39,667,996 113,836,427 39.47%

其中 ： 境內
法人持股
境內自然人
持股 5,128,387 1.78% -5,125,689 -5,125,689 2,698

4、 外資持股
其中 ： 境外
法人持股
境外自然人
持股
5.高管股份 2,698 2,698
二 、 無限售
條件股份 134,915,577 46.78% 39,667,996 39,667,996 174,583,573 60.53%

1、 人民幣普
通股 95,315,577 33.05% 39,667,996 39,667,996 134,983,573 46.8%

2、 境內上市
的外資股 39,600,000 13.73% 39,600,000 13.73%

3、 境外上市
的外資股
4、 其他
三 、 股份總
數 288,420,000 100% 288,420,000 100%

（二） 前 10名股東、 前 10名無限售條件股東/流通股股東持股情况表
前 10名股東、 前 10名無限售條件股東持股情况表

股東總數 23,916
前十名股東持股情况

股東名稱 （全稱） 股東性質
持股
比例
(%)

持股總數 持有有限售條
件股份數量

質押或凍結情况

股份狀態 數量

廣東盛潤集團股份有限
公司破産企業財産處置
專用帳戶

社會法人股 68,842,695 68,842,695 凍結 68,842,695

深圳市萊英達集團有限
責任公司 社會法人股 39,685,131 39,685,131 凍結 39,685,131

中國東方資産管理公司 國有股 9,237,959
招商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國有股 6,237,046
中國農業銀行股份有限
公司深圳市分行 國有股 5,918,469

魏建正 其他 5,443,632 凍結 5,443,632
中國信達資産管理股份
有限公司 國有股 4,602,711

中國進出口銀行深圳分
行 國有股 4,370,910

沈允應 其他 3,699,357
深圳市有色金屬財務有
限公司 國有股 3,611,215 2,136,336

前十名無限售條件股東持股情况

股東名稱 持有無限售條件股
份數量

股份種類及數量
種類 數量

中國東方資産管理公司 9,237,959 A股 9,237,959
招商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6,237,046 A股 6,237,046
中國農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市分
行 5,918,469 A股 5,918,469

魏建正 5,443,632 B股 5,443,632
中國信達資産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4,602,711 A股 4,602,711
中國進出口銀行深圳分行 4,370,910 A股 4,370,910
沈允應 3,699,357 A股 3,699,357
北京工藝進出口有限責任公司 2,141,453 A股 2,141,453
中國建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海南省分
行 1,880,973 A股 1,880,973

中信銀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 1,556,569 A股 1,556,569

上述股東關聯關係或 （及） 一致行動
人的說明

公司未知前 10 名無限售條件股東之間以及前 10 名無限售
條件股東與有限售條件股東之間是否存在關聯關係或屬于
《上市公司股東持股變動信息披露管理辦法》 中規定的一致
行動人

（三） 控股股東及實際控制人變更情况
□ 適用 √ 不適用
四、 董事、 監事和高級管理人員情况
（一） 董事、 監事和高級管理人員持股變動

姓名 職務
期初持
股數
（股）

本期增持
股份數量
（股）

本期减持
股份數量
（股）

期末持
股數
（股）

其中： 持有
限制性股票
數量 （股）

期末持有
股票期權
數量 （股）

變動
原因

王建宇 董事長;總經理;董事 0 0 0 0 0 0 無
魏傳義 董事;董事會秘書 0 0 0 0 0 0 無
郝濱 董事 0 0 0 0 0 0 無
楊斌 董事 0 0 0 0 0 0 無
張鑫渺 獨立董事 0 0 0 0 0 0 無
潘承東 獨立董事 0 0 0 0 0 0 無
邵良志 獨立董事 0 0 0 0 0 0 無
孔那 監事 0 0 0 0 0 0 無
王敏 監事 0 0 0 0 0 0 無
牛素艶 監事 2,398 0 0 2,398 0 0 無

五、 董事會報告
（一） 主營業務分行業、 産品情况表

單位： 元
主營業務分行業情况

分行業 營業收入 營業成本 毛利率
(%)

營業收入比上年
同期增减 （%）

營業成本比上年
同期增减 （%）

毛利率比上年同期增
减 （%）

無
主營業務産品情况

分産品 營業收入 營業成本 毛利率
(%)

營業收入比上年
同期增减 （%）

營業成本比上年
同期增减 （%）

毛利率比上年同期增
减 （%）

無
毛利率比上年同期增减幅度較大的原因說明
無
（二） 主營業務分地區情况

單位： 元
地區 營業收入 營業收入比上年同期增减 （％）

無
（三） 主營業務及其結構發生重大變化的原因說明
□ 適用 √ 不適用
（四） 主營業務盈利能力 （毛利率） 與上年相比發生重大變化的原因說明
□ 適用 √ 不適用
（五） 利潤構成與上年相比發生重大變化的原因分析
√ 適用 □ 不適用
由於公司沒有主營業務收入， 公司發生一定的管理費用， 導致公司 2012年上

半年經營業績出現虧損。 而上年 （即 2011年） 由於公司破産重整取得了實質性進
展， 公司現金清償和股權過戶已執行實施， 公司 《重整計劃》 的執行實施使得公
司産生很大的債務重組收益， 該項收益導致公司 2011年全年經營業績實現盈利。

（六） 募集資金使用情况
1、 募集資金使用情况對照表
□ 適用 √ 不適用
2、 變更募集資金投資項目情况表
□ 適用 √ 不適用
（七） 董事會下半年的經營計劃修改計劃
□ 適用 √ 不適用
（八） 對 2012年 1-9月經營業績的預計
預測年初至下一報告期期末的累計淨利潤可能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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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業績預告填寫數據類型選擇
√ 確數 □ 區間數

業績預告情况 虧損
年初至下一報

告期期末 上年同期 增减變動 （%）

累計淨利潤的預計數 （萬元） -1,800,000 1,456,500,000 □ -- □ 增長 √ 下降 100.12%
基本每股收益 （元/股） -0.0062 5.05 □ -- □ 增長 √ 下降 100.12%

（九） 董事會對會計師事務所本報告期“非標準審計報告” 的說明
□ 適用 √ 不適用
（十） 公司董事會對會計師事務所上年度“非標準審計報告” 涉及事項的變化

及處理情况的說明
√ 適用 □ 不適用
在上年度審計報告中， 大華會計師事務所有限公司認爲， 如財務報表附注十

(三) 所述， 盛潤股份本年度已經與富奧汽車零部件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簡稱“富
奧公司”) 簽署 《重組意向書》 、 《吸收合幷協議》 及 2012 年 2 月簽署 《吸收合
幷協議的補充協議》 ， 幷於 2012年 3月 12日經盛潤股份 2012 年第一次臨時股東
大會審議通過。 富奧公司已啓動對盛潤股份的重大資産重組工作， 但盛潤股份與
富奧公司的重大資産重組還應當符合中國證監會等主管部門的規定， 幷取得必要
的審批， 因此盛潤股份的持續經營能力尚存在不確定性。

對此， 公司董事會認爲, 公司和控股股東、 實際控制人及中介公司繼續致力
於公司資産重組， 公司資産重組工作於 2012上半年繼續按照程序正常進行， 公司
換股吸收合幷事項已經獲得中國證監會的受理， 公司管理層有信心通過實質性資
産重組使得盛潤公司恢復持續經營能力， 改善公司經營環境， 實現公司健康、 可
持續的發展。

六、 重要事項
（一） 收購、 出售資産及資産重組
1、 收購資産
□ 適用 √ 不適用
收購資産情况說明
2、 出售資産情况
□ 適用 √ 不適用
出售資産情况說明
3、 自資産重組報告書或收購出售資産公告刊登後， 該事項的進展情况及對

報告期經營成果與財務狀况的影響
□ 適用 √ 不適用
（二） 擔保事項
□ 適用 √ 不適用
（三） 非經營性關聯債權債務往來
□ 適用 √ 不適用
（四） 重大訴訟仲裁事項
□ 適用 √ 不適用
（五） 其他重大事項及其影響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說明
□ 適用 √ 不適用
1、 證券投資情况
□ 適用 √ 不適用
證券投資情况的說明
2、 持有其他上市公司股權情况
□ 適用 √ 不適用
持有其他上市公司股權情况的說明
3、 報告期內資金被占用情况及清欠進展情况
□ 適用 √ 不適用
截止報告期末， 上市公司未完成非經營性資金占用的清欠工作的， 董事會提

出的責任追究方案
□ 適用 √ 不適用
4、 承諾事項履行情况
上市公司及其董事、 監事和高級管理人員、 公司持股 5%以上股東及其實際

控制人等有關方在報告期內或持續到報告期內的以下承諾事項
□ 適用 √ 不適用
5、 董事會本次利潤分配或資本公積金轉增預案
□ 適用 √ 不適用
6、 其他綜合收益細目

單位： 元
項目 本期發生額 上期發生額

1.可供出售金融資産産生的利得 （損失） 金額 0
减： 可供出售金融資産産生的所得稅影響 0
前期計入其他綜合收益當期轉入損益的淨額 0
小計 0
2.按照權益法核算的在被投資單位其他綜合收益中所享有的份額 0
减： 按照權益法核算的在被投資單位其他綜合收益中所享有的份額産
生的所得稅影響 0

前期計入其他綜合收益當期轉入損益的淨額 0
小計 0
3.現金流量套期工具産生的利得 （或損失） 金額 0
减： 現金流量套期工具産生的所得稅影響 0
前期計入其他綜合收益當期轉入損益的淨額 0
轉爲被套期項目初始確認金額的調整額 0
小計 0
4.外幣財務報表折算差額 0
减： 處置境外經營當期轉入損益的淨額 0
小計 0
5.其他 0
减： 由其他計入其他綜合收益産生的所得稅影響 0
前期其他計入其他綜合收益當期轉入損益的淨額 0
小計 0
合計 0

（六） 報告期接待調研、 溝通、 采訪等活動登記表
接待時間 接待地點 接待方式 接待對象類型 接待對象 談論的主要內容及提供的資料

2012 年 01 月
09日 公司董秘室 電話溝通 個人 A股投資者 問及重組情况， 告知相關各方

在積極推進重組工作。
2012 年 03 月
28日 公司董秘室 電話溝通 機構 限售股東 問及限售股解禁辦理情况， 告

知在配合辦理過程中。
2012 年 06 月
27日 公司董秘室 電話溝通 個人 A股投資者 問及公司重組情况， 告知證監

會已受理， 還沒有具體結果。
七、 財務報告
（一） 審計意見
半年報是否經過審計
□ 是 √ 否
（二） 財務報表
是否需要合幷報表：
□ 是 √ 否
1、 合幷資産負債表
編制單位： 廣東盛潤集團股份有限公司

單位： 元
項目 期末餘額 期初餘額

流動資産：
貨幣資金 317,183 1,484,916.01
結算備付金
拆出資金
交易性金融資産
應收票據
應收賬款
預付款項
應收保費
應收分保賬款
應收分保合同準備金
應收利息
應收股利
其他應收款 64,346,374.23 64,684,431.64
買入返售金融資産
存貨
一年內到期的非流動資産
其他流動資産
流動資産合計 64,663,557.23 66,169,347.65
非流動資産：
發放委托貸款及墊款
可供出售金融資産
持有至到期投資
長期應收款
長期股權投資
投資性房地産
固定資産
在建工程
工程物資
固定資産清理
生産性生物資産
油氣資産
無形資産
開發支出
商譽
長期待攤費用
遞延所得稅資産
其他非流動資産
非流動資産合計 0 0
資産總計 64,663,557.23 66,169,347.65
流動負債：
短期借款
向中央銀行借款
吸收存款及同業存放
拆入資金
交易性金融負債
應付票據
應付賬款
預收款項
賣出回購金融資産款
應付手續費及傭金
應付職工薪酬 54,050
應交稅費 2,244,899.1 2,234,182.14
應付利息
應付股利
其他應付款 61,839,532.69 61,839,532.69
應付分保賬款
保險合同準備金
代理買賣證券款
代理承銷證券款
一年內到期的非流動負債
其他流動負債
流動負債合計 64,084,431.79 64,127,764.83
非流動負債：
長期借款
應付債券
長期應付款
專項應付款
預計負債
遞延所得稅負債
其他非流動負債
非流動負債合計 0 0
負債合計 64,084,431.79 64,127,764.83
所有者權益 （或股東權益） ：
實收資本 （或股本） 288,420,000 288,420,000
資本公積 1,030,358,447.54 1,030,358,447.54
减： 庫存股
專項儲備
盈餘公積 138,304,806.89 138,304,806.89
一般風險準備
未分配利潤 -1,456,504,128.99 -1,455,041,671.61
外幣報表折算差額
歸屬于母公司所有者權益合計 579,125.44 2,041,582.82
少數股東權益
所有者權益 （或股東權益） 合計 579,125.44 2,041,582.82
負債和所有者權益 （或股東權益） 總計 64,663,557.23 66,169,347.65

法定代表人： 王建宇 主管會計工作負責人： 王建宇先生
會計機構負責人： 高亞軍先生
2、 母公司資産負債表

單位： 元
項目 期末餘額 期初餘額

流動資産：
貨幣資金 317,183 1,484,916.01
交易性金融資産
應收票據
應收賬款
預付款項
應收利息
應收股利
其他應收款 64,346,374.23 64,684,431.64
存貨
一年內到期的非流動資産
其他流動資産
流動資産合計 64,663,557.23 66,169,347.65
非流動資産：
可供出售金融資産
持有至到期投資
長期應收款
長期股權投資
投資性房地産
固定資産
在建工程
工程物資
固定資産清理
生産性生物資産
油氣資産
無形資産
開發支出
商譽

長期待攤費用
遞延所得稅資産
其他非流動資産
非流動資産合計 0 0
資産總計 64,663,557.23 66,169,347.65
流動負債：
短期借款
交易性金融負債
應付票據
應付賬款
預收款項
應付職工薪酬 54,050
應交稅費 2,244,899.1 2,234,182.14
應付利息
應付股利
其他應付款 61,839,532.69 61,839,532.69
一年內到期的非流動負債
其他流動負債
流動負債合計 64,084,431.79 64,127,764.83
非流動負債：
長期借款
應付債券
長期應付款
專項應付款
預計負債
遞延所得稅負債
其他非流動負債
非流動負債合計 0 0
負債合計 64,084,431.79 64,127,764.83
所有者權益 （或股東權益） ：
實收資本 （或股本） 288,420,000 288,420,000
資本公積 1,030,358,447.54 1,030,358,447.54
减： 庫存股
專項儲備
盈餘公積 138,304,806.89 138,304,806.89
未分配利潤 -1,456,504,128.99 -1,455,041,671.61
外幣報表折算差額
所有者權益 （或股東權益） 合計 579,125.44 2,041,582.82
負債和所有者權益 （或股東權益） 總計 64,663,557.23 66,169,347.65

3、 合幷利潤表
單位： 元

項目 本期金額 上期金額
一、 營業總收入 0 109,006.8
其中： 營業收入
利息收入
已賺保費
手續費及傭金收入
二、 營業總成本
其中： 營業成本
利息支出
手續費及傭金支出
退保金
賠付支出淨額
提取保險合同準備金淨額
保單紅利支出
分保費用
營業稅金及附加
銷售費用
管理費用 1,664,849.37
財務費用 -62,391.99
資産减值損失
加 ： 公允價值變動收益 （損失以“－” 號填列）
投資收益 （損失以“－” 號填列） 0
其中： 對聯營企業和合營企業的投資收益
匯兌收益 （損失以“-” 號填列）
三、 營業利潤 （虧損以“－” 號填列） -1,602,457.38 -7,913,843.43
加 ： 營業外收入 140,000 1,465,219,962.34
减 ： 營業外支出 31,966.04
其中： 非流動資産處置損失
四、 利潤總額 （虧損總額以“－” 號填列） -1,462,457.38 1,457,274,152.87
减： 所得稅費用
五、 淨利潤 （淨虧損以“－” 號填列） -1,462,457.38 1,457,274,152.87
其中： 被合幷方在合幷前實現的淨利潤
歸屬于母公司所有者的淨利潤 -1,462,457.38 1,457,274,152.87
少數股東損益
六、 每股收益： -- --
（一） 基本每股收益 -0.0051 5.05
（二） 稀釋每股收益 -0.0051 5.05
七、 其他綜合收益
八、 綜合收益總額 -1,462,457.38 1,457,274,152.87
歸屬于母公司所有者的綜合收益總額
歸屬于少數股東的綜合收益總額

本期發生同一控制下企業合幷的， 被合幷方在合幷前實現的淨利潤爲： 元。
法定代表人： 王建宇 主管會計工作負責人： 王建宇先生
會計機構負責人： 高亞軍先生
4、 母公司利潤表

單位： 元
項目 本期金額 上期金額

一、 營業收入 109,006.8
减： 營業成本
營業稅金及附加 61,312.74
銷售費用
管理費用 1,664,849.37 8,122,000
財務費用 -62,391.99 -77,617.43
資産减值損失 -1,680.08
加： 公允價值變動收益 （損失以“－” 號填列）
投資收益 （損失以“－” 號填列） 0 81,165
其中： 對聯營企業和合營企業的投資收益
二、 營業利潤 （虧損以“－” 號填列） -1,602,457.38 -7,913,843.43
加： 營業外收入 140,000 1,465,219,962.34
减： 營業外支出 31,966.04
其中： 非流動資産處置損失 31,966.04
三、 利潤總額 （虧損總額以“－” 號填列） -1,462,457.38 1,457,274,152.87
减： 所得稅費用
四、 淨利潤 （淨虧損以“－” 號填列） -1,462,457.38 1,457,274,152.87
五、 每股收益： -- --
（一） 基本每股收益 -0.0051 5.0526
（二） 稀釋每股收益 -0.0051 5.0526
六、 其他綜合收益
七、 綜合收益總額 -1,462,457.38 1,457,274,152.87

5、 合幷現金流量表
單位： 元

項目 本期金額 上期金額
一、 經營活動産生的現金流量：
銷售商品、 提供勞務收到的現金
客戶存款和同業存放款項淨增加額
向中央銀行借款淨增加額
向其他金融機構拆入資金淨增加額
收到原保險合同保費取得的現金
收到再保險業務現金淨額
保戶儲金及投資款淨增加額
處置交易性金融資産淨增加額
收取利息、 手續費及傭金的現金
拆入資金淨增加額
回購業務資金淨增加額
收到的稅費返還
收到其他與經營活動有關的現金 401,490.3 5,800,521.41
經營活動現金流入小計 401,490.3 5,800,521.41
購買商品、 接受勞務支付的現金
客戶貸款及墊款淨增加額
存放中央銀行和同業款項淨增加額
支付原保險合同賠付款項的現金
支付利息、 手續費及傭金的現金
支付保單紅利的現金
支付給職工以及爲職工支付的現金 341,452.42 845,387.94
支付的各項稅費
支付其他與經營活動有關的現金 1,367,770.89 3,811,745.73
經營活動現金流出小計 1,709,223.31 4,657,133.67
經營活動産生的現金流量淨額 -1,307,733.01 1,143,387.74
二、 投資活動産生的現金流量：
收回投資收到的現金
取得投資收益所收到的現金 120,000
處置固定資産、 無形資産和其他長期資産收回的現金淨
額
處置子公司及其他營業單位收到的現金淨額
收到其他與投資活動有關的現金 140,000
投資活動現金流入小計 140,000 120,000
購建固定資産、 無形資産和其他長期資産支付的現金
投資支付的現金
質押貸款淨增加額
取得子公司及其他營業單位支付的現金淨額
支付其他與投資活動有關的現金
投資活動現金流出小計 0 0
投資活動産生的現金流量淨額 140,000 120,000
三、 籌資活動産生的現金流量：
吸收投資收到的現金
其中： 子公司吸收少數股東投資收到的現金
取得借款收到的現金
發行債券收到的現金
收到其他與籌資活動有關的現金
籌資活動現金流入小計 0 0
償還債務支付的現金
分配股利、 利潤或償付利息支付的現金
其中： 子公司支付給少數股東的股利、 利潤
支付其他與籌資活動有關的現金
籌資活動現金流出小計 0 0
籌資活動産生的現金流量淨額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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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加額 -1,167,733.01 1,263,387.74
加： 期初現金及現金等價物餘額 1,484,916.01 221,528.27
六、 期末現金及現金等價物餘額 317,183 1,484,916.01

6、 母公司現金流量表
單位： 元

項目 本期金額 上期金額
一、 經營活動産生的現金流量：
銷售商品、 提供勞務收到的現金
收到的稅費返還
收到其他與經營活動有關的現金 401,490.3 5,800,521.41
經營活動現金流入小計 401,490.3 5,800,521.41
購買商品、 接受勞務支付的現金
支付給職工以及爲職工支付的現金 341,452.42 845,387.94
支付的各項稅費
支付其他與經營活動有關的現金 1,367,770.89 3,811,745.73
經營活動現金流出小計 1,709,223.31 4,657,133.67
經營活動産生的現金流量淨額 -1,307,733.01 1,143,387.74
二、 投資活動産生的現金流量：
收回投資收到的現金
取得投資收益所收到的現金 120,000
處置固定資産、 無形資産和其他長期資産收回的現金淨額
處置子公司及其他營業單位收到的現金淨額
收到其他與投資活動有關的現金 140,000
投資活動現金流入小計 140,000 120,000
購建固定資産、 無形資産和其他長期資産支付的現金
投資支付的現金
取得子公司及其他營業單位支付的現金淨額 0
支付其他與投資活動有關的現金
投資活動現金流出小計 0 0
投資活動産生的現金流量淨額 140,000 120,000
三、 籌資活動産生的現金流量：
吸收投資收到的現金
取得借款收到的現金
收到其他與籌資活動有關的現金
籌資活動現金流入小計 0 0
償還債務支付的現金
分配股利、 利潤或償付利息支付的現金
支付其他與籌資活動有關的現金
籌資活動現金流出小計 0 0
籌資活動産生的現金流量淨額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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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加額 -1,167,733.01 1,263,387.74
加： 期初現金及現金等價物餘額 1,484,916.01 221,528.27
六、 期末現金及現金等價物餘額 317,183 1,484,916.01

7、 合幷所有者權益變動表
本期金額

單位： 元

項目

本期金額
歸屬于母公司所有者權益

少數
股東
權益

所有者權益合
計實收資本 （或

股本） 資本公積 减： 庫
存股

專項
儲備 盈餘公積

一般
風險
準備

未分配利潤 其
他

一、 上年年末餘額 288,420,000 1,030,358,447.54 138,304,806.89 -1,455,041,671.61 2,041,582.82
加： 會計政策變更
前期差錯更正
其他
二、 本年年初餘額 288,420,000 1,030,358,447.54 138,304,806.89 -1,455,041,671.61 2,041,582.82
三、 本期增减變動金額 （减少以“－”
號填列） -1,462,457.38 -1,462,457.38

（一） 淨利潤
（二） 其他綜合收益
上述 （一） 和 （二） 小計 -1,462,457.38 -1,462,457.38
（三） 所有者投入和减少資本 0 0 0 0 0 0 0 0 0 0
1．所有者投入資本
2．股份支付計入所有者權益的金額
3．其他
（四） 利潤分配 0 0 0 0 0 0 0 0 0 0
1．提取盈餘公積
2．提取一般風險準備
3．對所有者 （或股東） 的分配
4．其他
（五） 所有者權益內部結轉 0 0 0 0 0 0 0 0 0 0
1．資本公積轉增資本 （或股本）
2．盈餘公積轉增資本 （或股本）
3．盈餘公積彌補虧損
4．其他
（六） 專項儲備
1．本期提取
2．本期使用
（七） 其他
四、 本期期末餘額 288,420,000 1,030,358,447.54 138,304,806.89 -1,456,504,128.99 579,125.44

上年金額
單位： 元

項目

上年金額
歸屬于母公司所有者權益 少數

股東
權益

所有者權益合計實收資本
（或股本） 資本公積 减： 庫

存股
專項
儲備 盈餘公積

一般
風險
準備

未分配利潤 其他

一、 上年年末餘額 288,420,000 381,059,098.78 138,304,806.89 -2,911,105,885.02 -2,103,321,979.35
加： 同一控制下企業合幷産生的追
溯調整
加： 會計政策變更
前期差錯更正
其他
二、 本年年初餘額 288,420,000 381,059,098.78 138,304,806.89 -2,911,105,885.02 -2,103,321,979.35
三、 本期增减變動金額 （减少以

“－” 號填列） 649,299,348.76 1,456,064,213.41 2,105,363,562.17

（一） 淨利潤 1,456,064,213.41 1,456,064,213.41
（二） 其他綜合收益
上述 （一） 和 （二） 小計 1,456,064,213.41 1,456,064,213.41
（三） 所有者投入和减少資本 0 649,299,348.76 0 0 0 0 0 0 0 649,299,348.76
1．所有者投入資本
2．股份支付計入所有者權益的金額
3．其他 649,299,348.76 649,299,348.76
（四） 利潤分配 0 0 0 0 0 0 0 0 0 0
1．提取盈餘公積
2．提取一般風險準備
3．對所有者 （或股東） 的分配
4．其他
（五） 所有者權益內部結轉 0 0 0 0 0 0 0 0 0 0
1．資本公積轉增資本 （或股本）
2．盈餘公積轉增資本 （或股本）
3．盈餘公積彌補虧損
4．其他
（六） 專項儲備
1．本期提取
2．本期使用
（七） 其他
四、 本期期末餘額 288,420,000 1,030,358,447.54 138,304,806.89 -1,455,041,671.61 2,041,582.82

8、 母公司所有者權益變動表
本期金額

單位： 元

項目

本期金額

實收資本 （或股
本） 資本公積 减： 庫存

股
專項
儲備 盈餘公積

一般
風險
準備

未分配利潤 所有者權益
合計

一、 上年年末餘額 288,420,000 1,030,358,447.54 138,304,806.89 -1,455,041,671.61 2,041,582.82
加： 會計政策變更
前期差錯更正
其他
二、 本年年初餘額 288,420,000 1,030,358,447.54 138,304,806.89 -1,455,041,671.61 2,041,582.82
三、 本期增减變動金額 （减少以“－” 號填列） -1,462,457.38 -1,462,457.38
（一） 淨利潤
（二） 其他綜合收益 -1,462,457.38 -1,462,457.38
上述 （一） 和 （二） 小計
（三） 所有者投入和减少資本 0 0 0 0 0 0 0 0
1．所有者投入資本
2．股份支付計入所有者權益的金額
3．其他
（四） 利潤分配 0 0 0 0 0 0 0 0
1．提取盈餘公積
2．提取一般風險準備
3．對所有者 （或股東） 的分配
4．其他
（五） 所有者權益內部結轉 0 0 0 0 0 0 0 0
1．資本公積轉增資本 （或股本）
2．盈餘公積轉增資本 （或股本）
3．盈餘公積彌補虧損
4．其他
（六） 專項儲備
1．本期提取
2．本期使用
（七） 其他
四、 本期期末餘額 288,420,000 1,030,358,447.54 138,304,806.89 -1,456,504,128.99 579,125.44

上年金額
單位： 元

項目

上年金額

實收資本 （或
股本） 資本公積 减： 庫

存股
專項
儲備 盈餘公積

一般
風險
準備

未分配利潤 所有者權益合計

一、 上年年末餘額 288,420,000 381,059,098.78 138,304,806.89 -2,911,105,885.02 -2,103,321,979.35
加： 會計政策變更
前期差錯更正
其他
二、 本年年初餘額 288,420,000 381,059,098.78 138,304,806.89 -2,911,105,885.02 -2,103,321,979.35
三、 本期增减變動金額 （减少以“－” 號填列） 649,299,348.76 1,456,064,213.41 2,105,363,562.17
（一） 淨利潤 1,456,064,213.41 1,456,064,213.41
（二） 其他綜合收益
上述 （一） 和 （二） 小計 1,456,064,213.41 1,456,064,213.41
（三） 所有者投入和减少資本 0 649,299,348.76 0 0 0 0 0 649,299,348.76
1．所有者投入資本
2．股份支付計入所有者權益的金額
3．其他 649,299,348.76 649,299,348.76
（四） 利潤分配 0 0 0 0 0 0 0 0
1．提取盈餘公積
2．提取一般風險準備
3．對所有者 （或股東） 的分配
4．其他
（五） 所有者權益內部結轉 0 0 0 0 0 0 0 0
1．資本公積轉增資本 （或股本）
2．盈餘公積轉增資本 （或股本）
3．盈餘公積彌補虧損
4．其他
（六） 專項儲備
1．本期提取
2．本期使用
（七） 其他
四、 本期期末餘額 288,420,000 1,030,358,447.54 138,304,806.89 -1,455,041,671.61 2,041,582.82

（三） 報表附注
1、 主要會計政策、 會計估計的變更以及重大會計差錯更正及其影響數
（1） 會計政策變更
本報告期主要會計政策是否變更
□ 是 √ 否
（2） 會計估計變更
本報告期主要會計估計是否變更
□ 是 √ 否
（3） 會計差錯更正
本報告期是否發現前期會計差錯
□ 是 √ 否
2、 合幷報表合幷範圍發生變更的理由
無
3、 被出具非標準審計報告， 列示涉及事項的有關附注
無

廣東盛潤集團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長： 王建宇

二〇一二年八月十日

股票簡稱： *ST盛潤 A、 *ST盛潤 B 公告編號: 2012-046
股票代碼： 000030、 200030

廣東盛潤集團股份有限公司董事會决議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會全體成員保證公告內容真實、 準確和完整， 沒有任何虛假記

載、 誤導性陳述或者重大遺漏。
廣東盛潤集團股份有限公司於 2012 年 8 月 10 日 （星期五） 上午 9:30 在公司

(深圳市福田區泰然大道勁松大厦 5D) 會議室召開第七届董事會第十一次會議,會
議通知於 2012 年 8 月 1 日以傳真或電話方式發出。 會議應到董事 6 名， 實到 6
名， 會議由董事長王建宇先生主持， 公司董事王建宇先生、 郝濱先生、 楊斌先
生、 潘成東先生、 邵良志先生、 張鑫渺女士參加了會議， 本次會議的通知和召開
符合 《公司法》 及公司章程的有關規定， 會議審議通過了以下决議：

一、 審議公司 2012年半年度報告全文及報告摘要；
同意 6票， 反對 0票， 弃權 0票。
二、 審議公司 2012年半年度財務報告；
同意 6票， 反對 0票， 弃權 0票。
三、 審議公司董事更換的議案：
鑒於董事魏傳義先生因工作變動辭去公司董事職務， 根據本届董事會提名，

補選高亞軍先生爲公司第七届董事會董事候選人。 （高亞軍先生簡歷見附件）
公司獨立董事潘承東先生、 邵良志先生、 張鑫渺女士同意以上議案幷提交下

一次股東大會審議， 認爲董事候選人提名程序符合 《公司法》 、 《證券法》 、
《公司章程》 等有關規定， 董事候選人具備相應的任職資格， 能够勝任相關職責的
要求。

公司董事會對董事魏傳義先生在公司任職期間爲公司所做出的貢獻表示衷心
感謝。

該項議案須提交公司下一次股東大會審議通過， 幷采用累積投票制進行表
决。

同意 6票， 反對 0票， 弃權 0票。
四、 董事會對會計師事務所上年度“帶强調事項段的無保留意見” 涉及事項

的說明
在上年度審計報告中， 大華會計師事務所有限公司認爲， 如財務報表附注十

(三) 所述， 盛潤股份本年度已經與富奧汽車零部件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簡稱“富
奧公司”) 簽署 《重組意向書》 、 《吸收合幷協議》 及 2012 年 2 月簽署 《吸收合
幷協議的補充協議》 ， 幷於 2012年 3月 12日經盛潤股份 2012 年第一次臨時股東
大會審議通過。 富奧公司已啓動對盛潤股份的重大資産重組工作， 但盛潤股份與
富奧公司的重大資産重組還應當符合中國證監會等主管部門的規定， 幷取得必要
的審批， 因此盛潤股份的持續經營能力尚存在不確定性。

對此， 公司董事會認爲, 公司和控股股東、 實際控制人及中介公司繼續致力
於公司資産重組， 公司資産重組工作於 2012上半年繼續按照程序正常進行， 公司
換股吸收合幷事項已經獲得中國證監會的受理， 公司管理層有信心通過實質性資
産重組使得盛潤公司恢復持續經營能力， 改善公司經營環境， 實現公司健康、 可
持續的發展。

同意 6票， 反對 0票， 弃權 0票。
特此公告。

廣東盛潤集團股份有限公司董事會
2012年 8月 11日

附： 高亞軍先生簡歷
高亞軍， 男， 1972 年 3 月出生， 漢族， 1990 年畢業於吉林市財貿學校， 先

後在吉林市職工大學、 北華大學進修學習。 歷任中國工商銀行吉林市分行吉鐵支
行、 高新支行科員、 科長及上海市天一行信息技術有限公司總經理。 2010 年 1 月
至今， 任廣東盛潤集團股份有限公司財務部長。

以上董事候選人與本公司或本公司的控股股東及實際控制人不存在關聯關
係， 也未有受中國證監會及其他有關部門的處罰和證券交易所懲戒的情况， 未持
有本公司 A、 B股股份。

證券簡稱： *ST 盛潤 A 證券代碼： 000030 公告編號： 2012-0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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