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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长虹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2013 年第三季度报告正文 

 

一、  重要提示 

1.1  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季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

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1.2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审议季度报告。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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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云岸保证

季度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1.4  公司第三季度报告中的财务报表未经审计。 

 

二、  公司主要财务数据和股东变化 

2.1  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

增减(%) 

总资产 60,076,215,638.95 54,545,540,713.65 10.1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资产 
13,828,683,312.65 13,554,245,998.04 2.02 

 
年初至报告期末 

（1－9 月）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1－9 月） 
比上年同期增减(%)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量净额 
1,226,292,824.75 -568,925,733.83 不适用 

 
年初至报告期末 

（1－9 月）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1－9 月） 
比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 42,050,362,565.78 36,809,933,858.56 14.2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 
310,394,507.57 200,179,707.66 55.0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

利润 

261,423,444.29 -164,528,101.37 不适用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2.2686  1.5008  增加 0.7678 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672 0.0434 55.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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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672 0.0434 55.06 

 

2.2  截至报告期末的股东总数、前十名股东、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的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股东总数 352,307 

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

比例

(%) 

持股总数 

持有

有限

售条

件股

份数

量 

质押或冻结的股份数

量 

四川长虹电子集团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23.19 1,070,723,925 0 质押 534,893,312 
 

绵阳科技城发展投资（集团）

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1.36 62,951,507 0 未知  

 

四川虹扬投资有限公司 其他 0.85 39,456,185 0 未知  
 

三亚成大投资有限公司 其他 0.57 26,282,640 0 未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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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 0.46 21,046,030 0 未知  
 

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分红－个人分红－005L－

FH002 沪 

其他 0.37 17,277,071 0 未知  
 

海南成大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其他 0.37 17,000,200 0 未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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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 0.31 14,248,619 0 未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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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 0.24 11,197,496 0 未知  
 

刘光明 
境内自然

人 
0.22 10,000,000 0 未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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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份种类及数量 

四川长虹电子集团有限公司 1,070,723,925 人民币普通股 1,070,723,925 
 

绵阳科技城发展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62,951,507 人民币普通股 62,951,507 
 

四川虹扬投资有限公司 39,456,185 人民币普通股 39,456,185 
 

三亚成大投资有限公司 26,282,640 人民币普通股 26,282,6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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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046,030 人民币普通股 21,046,030 

 

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分红－个

人分红－005L－FH002 沪 
17,277,071 人民币普通股 17,277,0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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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成大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17,000,200 人民币普通股 17,000,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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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248,619 人民币普通股 14,248,6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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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97,496 人民币普通股 11,197,496 

 

刘光明 10,0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10,000,0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上述股东中，因四川虹扬投资有限公司的股东为四川长

虹电子集团有限公司或四川长虹电器股份有限公司高管

及骨干员工，四川虹扬投资有限公司与四川长虹电子集

团有限公司存在关联关系。未知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

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人。  

 

三、  重要事项 

3.1  公司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重大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适用 □不适用 

项目 期末数（万元） 年初数（万元） 比例 变化的主要原因 

交易性金融资产      20,014.29        2,812.00  611.75% 
主要是本期增加的理财产品及中

航投资重分类所致。 

预付账款      80,427.72      127,944.51  -37.14% 主要是结算方式变化所致。 

应收利息       9,273.75        5,226.49  77.44% 主要是定期存款利息。 

其他应收款     175,995.76       48,883.54  260.03% 
主要是节能惠民补贴款尚未到账

所致。 

其他流动资产       1,116.39          549.99  102.98% 主要是预缴的各项税费增加。 

持有至到期投资      11,000.00        3,000.00  266.67% 系委托对外理财投资增加所致。 

长期股权投资     117,979.11       76,036.78  55.16% 主要是增加财务公司投资所致。 

在建工程     100,896.05       51,112.92  97.40% 
主要是本期项目在建投资较年初

增加所致。 

固定资产清理       6,650.47              0    不适用 主要是土地搬迁项目启动。 

短期借款   1,406,862.96    1,038,281.52  35.50% 
主要是业务量拓展资金需求增

加。 

交易性金融负债       3,063.66        9,691.15  -68.39% 
主要是远期合约公允价值变动所

致。 

应付票据     690,038.20      538,055.22  28.25% 主要是票据结算增加所致。 

预收账款     197,043.11      143,416.37  37.39% 
主要是地产预售增加预收款所

致。 

应交税费     -93,391.19      -60,476.52  不适用 
主要是期末留抵进项税增加所

致。 

应付利息       2,029.22        6,063.77  -66.54% 主要是应付利息支付所致。 

应付股利         700.62        4,127.38  -83.03% 
主要是期初子公司应付股利已支

付所致。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

负债 
     82,942.58      208,169.55  -6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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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20.66       -1,486.70  不适用 主要是汇率变动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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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2013 年 1-9 月

（万元）  

 2012 年 1-9 月

（万元）  
比例 变化的主要原因 

财务费用       1,068.43       33,421.51  -96.80% 主要是汇兑损益变化所致。 

公允价值变动收益      11,184.81       -1,263.14  不适用 

本期已交割远期合约原评估计入

公允价值变动损失部分转入投资

收益所致。 

投资收益     -16,297.50        2,585.05  -730.45% 
主要是远期合约交割自公允价值

变动损益转入所致。 

营业外收入      33,143.44       54,774.87  -39.49% 
主要是上年同期有土地交易收

入，本期无。 

营业外支出       8,169.20        2,365.16  245.40% 主要是本期无形资产核销所致。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净额 
    122,629.28      -56,892.57  不适用 

主要是公司销售回款结构优化，

回款加快。 

 

 

3.2  重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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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经 2012 年 10 月 17 日公司召开的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审议，同意本公司与

四川长虹电子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长虹集团”）共同出资设立长虹财务公司。拟设立

的长虹财务公司注册资本为 10 亿元人民币，其中长虹集团出资 5 亿元人民币，占长虹财务

公司注册资本的 50%；本公司出资 5 亿元人民币，占长虹财务公司注册资本的 50%。2013

年 2 月，公司与长虹集团共同出资设立财务公司的申请已获得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印

发的《关于四川长虹电子集团有限公司筹建企业集团财务公司的批复》（银监复〔2013〕81

号），批准长虹集团筹建企业集团财务公司。2013 年 6 月 17 日，公司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

四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四川长虹电器股份有限公司与四川长虹集团财务有限公司签署

金融服务协议的议案》。2013 年 6 月 27 日，公司召开 2012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于四

川长虹电器股份有限公司与四川长虹集团财务有限公司签署金融服务协议的议案》。2013 年

8 月，本公司接到控股股东长虹集团通知，公司与长虹集团共同出资设立的财务公司已获得

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银监会”）的开业批复（银监复〔2013〕423

号）。上述相关事项内容详见公司于 2012 年 10 月 19 日、2013 年 2 月 28 日、6 月 19 日、6

月 29 日和 8 月 28 日发布的相关公告。 

2、经 2013 年 9 月 27 日公司召开的第八届董事会第四十六次会议审议，鉴于公司持有

的中航投资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证券代码:600705，证券简称:中航投资）股票为公司非主业

资产，为聚焦资源发展核心主业，公司拟将持有的中航投资股票在 2013 年内减持完毕，且

预期将给公司带来一定的收益。 

 

3.3  公司及持股 5%以上的股东承诺事项履行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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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大变

动的警示及原因说明 

□适用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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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长虹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赵勇 

 

                                                       2013 年 10 月 18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