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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610                           证券简称：爱康科技                           公告编号：2011-27 

江苏爱康太阳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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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负责人邹承慧、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易美怀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陈玉霞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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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0.12.31 增减幅度（%） 

总资产（元） 2,207,265,353.33 866,220,207.15 154.8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元） 1,350,951,873.50 431,798,879.48 212.87% 

股本（股） 200,000,000.00 150,000,000.00 33.3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元/

股） 
6.75 2.88 134.38% 

 2011 年 7-9 月 比上年同期增减（%） 2011 年 1-9 月 比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总收入（元） 404,519,610.84 15.71% 1,102,279,859.52 21.0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8,904,547.73 -78.33% 160,732,079.91 133.24%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 - 8,587,393.91 261.19% 

每股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股） 
- - 0.04 220.90%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5 -87.80% 1.00 11.11%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5 -87.80% 1.00 11.11%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0.82% -9.95% 21.65% -3.73%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加权平均净资产

收益率（%） 
0.95% -11.66% 6.85% -20.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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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70,471.00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 15,289.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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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72,24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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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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符合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的损益项目 125,877,473.39  

所得税影响额 -16,604,467.89  

合计 109,886,526.3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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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4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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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种类 

何雪萍__ 950,000 人民币普通股 

上海华联泵业有限公司 349,000 人民币普通股 

程水泉 287,916 人民币普通股 

许  峰 217,500 人民币普通股 

毛向阳 214,000 人民币普通股 

吴令琪 213,008 人民币普通股 

张继松 201,000 人民币普通股 

钮  垚 200,084 人民币普通股 

闫东明 187,200 人民币普通股 

朱爱新 18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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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资产负债表（2011 年 9 月 30 日） 

1、货币资金期末为 883,228,908.58，年初为 166,826,702.04，上升 429.43%。主要因公司 8 月份上市募集资金增加所致； 

2、交易性金融资产期末为 148,940.00，年初为 0。主要因固定收益型衍生品投资产生公允价值变动收益所致； 

3、应收账款期末为 320,005,188.68，年初为 141,042,144.40 ，上升 126.89%。因销售收入增加及对客户提供较优惠的收款方

式所致； 

4、预付款项期末为 38,262,915.63 ，年初为 14,013,725.00 ，上升 173.04%。主要因材料采购预付所致； 

5、应收利息期末为 994,844.52 ，年初为 485,838.22 ，上升 104.77%。因公司上市募集资金导致银行存款增加利息增加所致； 

6、其他应收款期末为 21,410,251.01 ，年初为 7,021,049.81，上升 204.94%。因进口材料增加对运费、关税等的预付增加所致 

7、长期股权投资期末为 50,949,063.46 ，年初为 35,408,183.13 ，上升 43.89%。主要为联营公司本期净利润归属于本公司享

有的投资收益增加所致； 

8、固定资产期末为 247,581,657.76 ，年初为 132,049,863.20，上升 87.49%。主要为公司的边框扩能增加厂房设备及全资子公

司爱康新材料的进口生产线设备增加； 

9、在建工程期末为 243,084,390.90，年初为 49,253,482.87 ，上升 393.54%。主要因公司三个募投项目的前期基建投入增加； 

10、递延所得税资产期末为 1,554,442.52，年初为 2,275,689.45 ，下降 31.69%。因年初审计时考虑到子公司预计未来的盈利

能力计提了所得税资产，本报告期末未调整所致； 

11、其他非流动资产期末 60,100,461.83，年初为 25,413,054.99，上升 136.49%。因募投项目增加设备采购预付款所致； 

12、短期借款期末为 468,000,000.00 ，年初为 242,346,469.62，上升 93.11%。因募投项目的前期投入需要增加银行贷款； 

13、交易性金融负债期末为 0，年初为 2,362,680.00 ，因固定收益型衍生品投资产生公允价值变动损失所致； 

14、应付票据期末为 115,006,240.00 ，年初为 70,000,000.00 ，上升 64.29%。主要是银行贷款增加而银行以承兑汇票形式发

放及本公司对供应商的付款方式改变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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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预收款项期末为 34,308,158.19，年初为 524,687.18 ，上升 6438.78%。主要为公司对部份客户做应收账款保理收到的融资

款； 

16、应交税费期末为-31,211,403.70 ，年初为-18,492,057.28 ，下降 68.78%。主要为销售增加原材料采购量增加所致； 

17、应付利息期末为 2,998,398.27 ，年初为 197,180.51 ，上升 1420.64%。主要为银行贷款增加、利息增加； 

18、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期末为 0，年初为 10,000,000.00 。主要因本公司改变贷款期限结构； 

19、其他流动负债期末为 2,202,725.69 ，年初为 4,174,815.44，下降 47.24%。主要为预提的上市审计费和咨询费减少； 

20、长期借款期末为 120,700,000.00，年初为 10,000,000.00，上升 1107.00%。因募投项目的前期投入需要增加银行贷款，同

时考虑募投项目主要为长期资产故改变贷款期限； 

21、实收资本（或股本）期末为 200,000,000.00，年初为 150,000,000.00 ，上升 33.33%。主要因公司 8 月份上市成功增加社

会公众股所致； 

22、资本公积期末为 927,491,194.90 ，年初为 219,070,280.80，上升 323.38%。主要因公司 8 月份上市成功增加股本溢价所致 

23、未分配利润期末为 212,738,338.70 ，年初为 52,006,258.78 ，上升 309.06%。主要为本期新增净利润所致； 

24、少数股东权益期末为-1,447,747.23 ，年初为 172,909.85，下降 937.28%。本公司的控股子公司无锡爱康因加大研发品种增

加亏损所致； 

利润表（1-9 月） 

25、营业税金及附加本期为 2,530,188.13，上期为 31,308.99 ，上升 7981%。因从 2010 年 12 月 1 日开始外资企业也需缴纳城

建税和教育费附加所致； 

26、管理费用本期为 80,708,613.41 ，上期为 40,495,986.34 ，上升 99%。因公司加大了对电池板边框自动化生产线及塑料边

框等新产品的研发投入以及上市费用的增加所致； 

27、财务费用本期为 27,007,912.95，上期为 11,387,047.58 ，上升 137%。因募投项目的前期投入需要增加银行贷款所致； 

28、资产减值损失本期为 35,575.12 ，上期为 2,415,651.23 ，下降 99%。因去年同期有一笔不良品未处置，预计可回收价值

与采购成本的差额导致资产减值损失，期末已处理； 

29、公允价值变动收益本期为 2,511,620.00，上期为-6,421,160.00 ，上升 139%。因固定收益型衍生品投资产生公允价值变动

损失所致； 

30、投资收益本期为 137,486,780.89 ，上期为 3,779,809.22 ，上升 3537%。系对参股子公司的股权转让收益及本期投资收益

增加所致； 

31、营业外收入本期为 1,888,281.90，上期为 187,736.10 ，上升 906%，系出口信用保险补贴、经济增长及省级技术研究等政

府补助增加所致； 

32、营业外支出本期为 47,862.67 ，上期为 179,922.32 ，下降 73%。系非流动资产处置减少所致； 

33、所得税费用本期为 23,865,506.55 ，上期为 8,536,286.43 ，上升 180%。对参股子公司的股权转让收益增加税金增加所致； 

利润表（7-9 月） 

34、营业税金及附加本期为 766,600.00 ，上期为 28,897.85 ，上升 2552.79%。因从 2010 年 12 月 1 日开始外资企业也需缴纳

城建税和教育费附加所致； 

35、管理费用本期为 36,304,495.54 上期为 16,669,902.98 ，上升 117.78%。因公司加大了对电池板边框自动化生产线及塑料

边框等新产品的研发投入以及上市费用的增加所致； 

36、财务费用本期为 7,688,109.63 ，上期为 1,868,119.40，上升 311.54%。因募投项目的前期投入需要增加银行贷款所致； 

37、资产减值损失本期为-16,200.00，上期为 2,415,651.23 ，下降 100.67%。因去年同期有一笔不良品未处置，预计可回收价

值与采购成本的差额导致资产减值损失，期末已处理； 

38、公允价值变动收益本期为 255,810.00 ，上期为-5,632,360.00，上升 104.54%。因固定收益型衍生品投资产生公允价值变动

损失所致； 

39、投资收益本期为 4,212,474.13 ，上期为 2,639,506.47 ，上升 59.59%。系对参股子公司的投资收益增加所致； 

40、营业外收入本期为 187,896.00 ，上期为 49,804.52，上升 277.27%。系政府补贴增加所致； 

41、营业外支出本期为 9,922.93 ，上期为 75,460.56 ，下降 86.85%。系非流动资产处置减少所致； 

42、所得税费用本期为 2,403,139.08 ，上期为 3,958,028.57，下降 39.28%。系本期公司营业利润减少所得税减少所致； 

现金流量表（1-9）  

43、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本期为 8,587,393.91 ，上期为-5,327,337.28 ，上升 261.19%。主要因收到的出口退税增加

所致； 

44、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本期为-249,051,465.91 ，上期为-124,329,286.07 ，上升 100.32%。主要因公司三个募投项

目的前期基建和设备投入增加所致； 

45、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本期为 963,250,327.32 ，上期为 232,685,028.98 ，上升 313.97%。主要因公司 8 月份上市

募集资金增加所致 

46、汇率变动对现金的影响额本期为-6,384,048.78，上期为 186,440.45 ，上升 3524.18%。主要因汇率波动产生的汇兑损失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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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4 其他 

□ 适用 √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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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承诺人 承诺内容 履行情况 

股改承诺 - - - 

收购报告书或权益变动报告书中所作承

诺 
- - - 

重大资产重组时所作承诺 - - - 

发行时所作承诺 
发起人股东以及

全体董事、高管 

（1）控股股东江苏爱康实业有限责任公司、爱康国际

控股有限公司、江阴爱康投资有限公司、实际控制人邹

承慧、爱康投资其他全体自然人股东承诺：自本公司股

票上市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

其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发行人股份，也不由发行人回购该

部分股份。（2）其他发起人股东承诺：自本公司股票上

市之日起十二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其直接

或间接持有的发行人股份，也不由发行人回购该部分股

份。（3）公司全体董事、高管邹承慧、易美怀、季海瑜、

徐国辉、李家康、黄国云、钟德鸣承诺：本人在担任发

行人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期间，每年转让的股份不超过

本人直接或间接持有公司股份总数的百分之二十五；自

离职后半年内，不转让本人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公司股

份。（4）控股股东江苏爱康实业有限责任公司、爱康国

际控股有限公司、江阴爱康投资有限公司、实际控制人

邹承慧分别向本公司出具了《避免同业竞争承诺函》，

承诺：本公司（本人）将尽职、勤勉地履行《公司法》、

《公司章程》所规定的股东职责，不利用股份公司的股

东地位损害股份公司及股份公司其他股东、债权人的合

法权益。在本承诺书签署之日，本公司、本公司（或本

人）控制的其他企业均未生产、开发任何与股份公司生

产、开发的产品构成竞争或可能构成竞争的产品，未直

接或间接经营任何与股份公司经营的业务构成竞争或

可能构成竞争的业务，也未参与投资任何与股份公司生

产、开发的产品或经营的业务构成竞争或可能构成竞争

严格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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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其他公司、企业或其他组织、机构。自本承诺书签署

之日起，本公司、本公司（或本人）控制的其他企业将

不生产、开发任何与股份公司生产、开发的产品构成竞

争或可能构成竞争的产品，不直接或间接经营任何与股

份公司经营的业务构成竞争或可能构成竞争的业务，也

不参与投资任何与股份公司生产的产品或经营的业务

构成竞争或可能构成竞争的其他企业。自本承诺书签署

之日起，如本公司、本公司（或本人）控制的其他企业

进一步拓展产品和业务范围，或股份公司进一步拓展产

品和业务范围，本公司或本公司控制的其他企业将不与

股份公司现有或拓展后的产品或业务相竞争；若与股份

公司及其下属子公司拓展后的产品或业务产生竞争，则

本公司或本公司控制的其他企业将停止生产或经营相

竞争的业务或产品，或者将相竞争的业务或产品纳入到

股份公司经营，或者将相竞争的业务或产品转让给无关

联关系的第三方的方式避免同业竞争。（5）发行人、发

行人控股股东、发行人实际控制人分别出具承诺函，承

诺不发生关联方资金拆借行为。 

其他承诺（含追加承诺） - - - 

3.4 对 2011 年度经营业绩的预计 

2011 年度预计的经营业绩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比上年同期增长 50%以上 

2011 年度净利润同比变动幅

度的预计范围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比上年同期增长幅度

为： 
60.00% ～～ 80.00% 

无 

2010 年度经营业绩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101,467,327.77 

业绩变动的原因说明 
将参股子公司广东爱康太阳能科技有限公司的部分股权转让取得的收益，对全年净利润有较大

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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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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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8 月 17

日 
公司会议室 实地调研 安信证券 苏旺兴 

了解公司经营情况，未来行业发展前

景 

2011 年 08 月 19

日 
公司会议室 实地调研 

东吴基金  宫在轶、

王少成 

了解公司经营情况，未来行业发展前

景 

2011 年 08 月 19

日 
公司会议室 实地调研 信诚基金 王  睿 

了解公司经营情况，未来行业发展前

景 

2011 年 08 月 19

日 
公司会议室 实地调研 

上投摩根基金  李

博 

了解公司经营情况，未来行业发展前

景 

2011 年 08 月 19

日 
公司会议室 实地调研 

华宝兴业基金  朱

杉 

了解公司经营情况，未来行业发展前

景 

2011 年 08 月 19

日 
公司会议室 实地调研 

尚雅投资   石波、

成佩剑 

了解公司经营情况，未来行业发展前

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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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 年 08 月 19

日 
公司会议室 实地调研 

平安证券   周紫

光、张海 

了解公司经营情况，未来行业发展前

景 

2011 年 09 月 08

日 
公司会议室 实地调研 东兴证券   弓永峰 

了解公司经营情况，未来行业发展前

景 

2011 年 09 月 08

日 
公司会议室 实地调研 申银万国   孟烨勇 

了解公司经营情况，未来行业发展前

景 

2011 年 09 月 13

日 
公司会议室 实地调研 南方基金   雷嘉源 

了解公司经营情况，未来行业发展前

景 

2011 年 09 月 13

日 
公司会议室 实地调研 中投证券   马  蘅 

了解公司经营情况，未来行业发展前

景 

2011 年 09 月 16

日 
公司会议室 实地调研 鹏华基金   王  忱 

了解公司经营情况，未来行业发展前

景 

2011 年 09 月 30

日 
公司 电话沟通 

个人投资者  何先

生 

了解公司经营情况，未来行业发展前

景 

 

 

 

 

 

江苏爱康太阳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邹承慧 

                                                                    二〇一一年十月十九日 

 


	江苏爱康太阳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11年第三季度季度报告正文
	§1 重要提示
	§2 公司基本情况
	2.1 主要会计数据及财务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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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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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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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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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3 日常经营重大合同的签署和履行情况
	3.2.4 其他

	3.3 公司、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承诺事项履行情况
	3.4 对2011年度经营业绩的预计
	3.5 其他需说明的重大事项
	3.5.1 证券投资情况
	3.5.2 报告期接待调研、沟通、采访等活动情况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