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江苏爱康太阳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第一季度季度报告正文 

1 

证券代码：002610                           证券简称：爱康科技                           公告编号：2012-21 

江苏爱康太阳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第一季度季度报告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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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下列董事外，其他董事亲自出席了审议本次季报的董事会会议 

未亲自出席董事姓

名 

未亲自出席董事职

务 
未亲自出席会议原因 被委托人姓名 

刘治 独立董事 因为个人工作原因 袁淳 

沈辉 独立董事 因为个人工作原因 袁淳 

1.3 公司第一季度财务报告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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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能海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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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26,407,662.32 2,711,010,978.43 11.6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元） 1,347,893,788.76 1,387,713,917.73 -2.87% 

总股本（股） 200,000,000.00 200,000,000.00 0.0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元/股） 6.74 6.94 -2.88%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增减变动（％） 

营业总收入（元） 268,632,979.30 330,206,156.88 -18.6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39,820,128.97 160,427,807.74 -124.82%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451,758,042.71 146,794,965.66 -407.75% 

每股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股） -2.26 0.73 -409.59%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20 1.17 -117.09%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20 1.17 -117.09%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2.89% 31.33% -34.22%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

率（%） 
-2.91% 9.99% -12.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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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注（如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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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 -13,912.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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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353.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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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9,000.00  

所得税影响额 -44,316.06  

合计 251,124.3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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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5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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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赵瑞娟 655,300 人民币普通股 

罗持久 509,929 人民币普通股 

上海华联泵业有限公司 345,700 人民币普通股 

中国对外经济贸易信托有限公司－招行新股 4 269,800 人民币普通股 

广州丰格瑞投资有限公司 190,819 人民币普通股 

骆丽萍 189,532 人民币普通股 

林立焘 169,779 人民币普通股 

胡伟 144,200 人民币普通股 

田兰 143,907 人民币普通股 

陈廷俊 132,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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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货币资金同比减少 30.22%，下降的主要原因为募集资金已陆续投入使用； 

2、应收票据同比增加 254.82%，增加的主要原因为行业不景气，银根紧缩，销售回款大量使用银行承兑汇票所致； 

3、预付款项同比增加 748.84%，增加的主要原因为光伏行业毛利空间下滑，上游铝型材制造商转向生产工业型材，光伏行业

型材供应遭遇瓶颈，为维持客户正常需求供货，本公司采购存货大量增加预付款项所致，同时本公司的型材生产正在试产阶

段，上游铝棒全部只能款到发货导致预付增加； 

4、应收利息同比增加 82.51%，增加的主要原因系银行贷款增加的同时要求开具银行承兑汇票支付保证金从而增加利息收入； 

5、在建工程本期减少 34.11%，减少的主要原因系本期在建工程转固及因未收到发票暂未记入在建工程所致； 

6、短期借款本期增加 35.69%，增加的主要原因系本年度光伏行业加大电站投入，导致安装支架经营规模扩大同时几个募投

项目的基建完成进行生产阶段所需资金增加导致借款增加所致； 

7、预收款项同比增长 280.99%，增加的主要原因系公司业务扩展预收客户货款增加所致； 

8、应付利息同比增长 34.93%，增长的主要原因系公司本期借款余额增加所致； 

9、其他应付款同比增加 72.01%，增加的主要原因系新增非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子公司青海蓓翔新能源开发有限公司与原股

东尚未结算的往来较多所致； 

10、其他流动负债同比增加 171.42%_，增加的主要原因系预提费用项目增加所致； 

11、管理费用本期增加 48.41%，增加的主要原因系公司加大研发投入研发费用增长及公司员工费用增加所致； 

12、财务费用本期增加 140.26%，增加的主要原因系本期公司借款增加利息支出增加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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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资产减值损失同比增加 842,653.64 元，因行业不景气公司增加应收帐款坏帐准备计提额度； 

14、公允价值变动收益同比减少 87.53%，减少的主要原因系远期外汇合约公允价值变动所致； 

15、投资收益同比减少 97.97%，减少的主要原因系去年同期转让广东爱康太阳能科技有限公司部分股权产生收益所致，而本

期仅为广东爱康的经营净利润增加确认的投资收益； 

16、营业外收入同比增加 150.68%，增加的主要原因系收到政府补助增加所致； 

17、营业外支出同比增加 14902.40%，增加的主要原因系为处置固定资产损失增加所致； 

18、所得税费用同比减少 100.00%，减少的主要原因系公司因一季度亏损无企业所得税费用所致； 

19、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同比减少 407.75%，因收购青海蓓翔及新设焊带等子公司增加，往来业务增加所致； 

20、取得借款收到的现金同比增加 60.42%，增加的主要原因系本年度光伏行业加大电站投入，导致安装支架经营规模扩大同

时几个募投项目的基建完成进行生产阶段所需铺垫资金增加导致借款增加所致； 

21、偿还债务支付的现金增加 184.38%，增加是因去年贷款在今年一季度到期还款所致； 

22、分配股利、利润或偿付利息支付的现金本期增加 96.33%，因今年贷款增加利息支出增加； 

23、汇率变动对现金及现金等价物的影响同比减少 34.10%，其主要原因系本期外汇市场变化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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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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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控股股东江苏爱康

实业有限责任公司、爱
严格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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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体董事、高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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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能构成竞争的其他公

司、企业或其他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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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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 

2011 年 10 月 17 日召开

的第一届董事会第三次

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修正部分超募资

金使用计划的议案》。承

诺公司最近十二个月内

未进行证券投资等高风

险投资，并承诺补充流

动资金后，十二个月内

不进行证券投资等高风

险投资。 

严格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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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绩 
业绩亏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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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 年 1-6 月净利润的预计

范围 

 

业绩亏损（万元）： 3,200 ～～ 3,700 

二季度预计盈利，预计 1-6 月份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亏损 3200-3700 万 

2011 年 1-6 月经营业绩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189,147,331.08 

业绩变动的原因说明 

1、去年同期净利润中包含本公司对联营公司广东爱康的股权转让收益 14336 万元，而本期无此

收益； 

2、受行业产能暂时性饱和的影响，毛利空间有所下降；___ 

3、公司人员成本上升及研发投入增加导致管理费用增加；___ 

4、公司 2012 年加大对电站的投入，贷款增加财务费用增加。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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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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