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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长虹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2013 年第一季度报告正文 

 

§1 重要提示 

1.1 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其董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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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

带责任。 

 

1.2 如有董事未出席董事会，应当单独列示其姓名 

未出席董事姓名 未出席董事职务 未出席董事的说明 被委托人姓名 

林茂祥 董事 
因工作原因未能出席本

次董事会会议 
邬江 

 

1.3 公司第一季度财务报告未经审计。 

 

1.4  

公司负责人姓名 赵勇 

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姓名 胡嘉 

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姓名 沈云岸 

公司负责人赵勇、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胡嘉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沈云岸声明：

保证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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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币种:人民币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期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

年度期末增减

(%) 

总资产(元) 54,876,216,261.05 54,545,540,713.65 0.61 

所有者权益（或股东权益）(元) 13,941,743,001.39 13,554,245,998.04 2.8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元/

股） 
3.02 2.94 2.86 

 年初至报告期期末 
比上年同期增减

(%)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562,723,696.46 不适用 

每股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股） 
-0.12  不适用 

 报告期 
年初至报告期期

末 

本报告期比上年

同期增减(%)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147,839,050.36 147,839,050.36 39.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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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320  0.0320  39.91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基本每股收益(元/

股) 
0.0219  0.0219  144.66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320  0.0320  39.91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0801 1.0801 
增加 0.28 个百分

点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加权平均净资产收

益率（%） 
0.7390 0.7390 

增加 0.43 个百分

点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金额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 -2,214,735.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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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689,032.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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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252,143.69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8,667,900.37 

所得税影响额 -1,441,991.31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13,267,472.89 

合计 46,684,876.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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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74,4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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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川长虹电子集团有限

公司 
1,070,723,925 人民币普通股  

 

绵阳科技城发展投资

（集团）有限公司 
62,951,507 人民币普通股  

 

四川虹扬投资有限公司 25,831,137 人民币普通股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嘉实沪深 300 交易型

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

金 

24,654,561 人民币普通股  
 

国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

账户 

17,499,523 人民币普通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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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

账户 

16,517,092 人民币普通股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华夏沪深 300 交

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

资基金 

14,316,000 人民币普通股  
 

陈远康 13,408,210 人民币普通股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华泰柏瑞沪深

300 交易型开放式指数

证券投资基金 

11,288,545 人民币普通股  
 

华龙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

账户 

10,931,2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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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位：万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期末数（本报告

期） 

年初数（上年

同期） 
比例 变化的主要原因 

应收利息 2,566.37  5,226.49  -50.90% 主要是应收利息结转所致。 

其他流动资产 -    549.99  -100.00% 主要是预缴的各项税费已结转。 

持有至到期投

资 
11,000.00  3,000.00  266.67% 系子公司委托理财增加所致。 

在建工程 70,160.13  51,112.92  37.26% 
主要是本期在建工程较年初增加所

致。 

交易性金融负

债 
6,074.84  9,691.15  -37.32% 主要是远期合约公允价值变动所致。 

应交税费 -90,231.24  -60,476.52  49.20% 主要是期末留抵进项税增加所致。 

应付股利 497.29  4,127.38  -87.95% 
主要是本期子公司应付少数股东股

利已支付所致。 

一年内到期的

非流动负债 
125,941.55  208,169.55  -39.50% 

主要是公司一年内到期的长期借款

偿付所致。 

外币报表折算

差额 
-2,654.03  -1,486.70  78.52% 主要是汇率变动较大所致。 

营业税金及附

加 
11,229.25  5,327.09  110.80% 

主要是本期增加废旧电子处理基金，

上年同期未开征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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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费用 59,067.64  45,157.73  30.80% 
主要是收入增加导致的管理费用上

升。 

财务费用 10,960.16  2,678.70  309.16% 主要受本期汇兑损失增加影响。 

公允价值变动

收益 
3,023.07  -795.85  -479.85% 

主要是公司交易性金融负债公允价

值变动损益。 

资产减值损失 12,463.86  7,959.27  56.60% 主要是存货跌价损失增加。 

投资收益 327.30  115.55  183.24% 
主要是联营公司本期盈利较上年同

期增加所致。 

营业外支出 338.37  676.35  -49.97% 
主要是本期固定资产清理损失减少

所致。 

所得税费用 6,448.04  4,560.79  41.38% 主要是子公司利润总额变化所致。 

经营活动产生

的现金流量净

额 

-56,272.37  -85,915.18  34.50% 
主要是公司销售回款结构优化，回款

加快。 

 

 

3.2 重大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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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适用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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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 报告期内现金分红政策的执行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没有需要执行的现金分红政策。 

 

 

 

 

四川长虹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赵勇 

 

2013 年 4 月 17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