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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531                           证券简称：天顺风能                           公告编号：2011-019 

天顺风能（苏州）股份有限公司 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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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第一季度财务报告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 

1.3 公司负责人严俊旭、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夏滨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顾利刚声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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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总资产（元） 1,919,336,449.32 2,004,560,193.77 -4.2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元） 1,602,186,338.46 1,585,464,785.94 1.05% 

股本（股） 205,750,000.00 205,750,000.00 0.0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元/股） 7.79 7.71 1.04%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增减变动（％） 

营业总收入（元） 151,941,656.45 16,607,950.25 814.8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16,721,552.52 -1,812,414.71 1,022.61%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88,277,664.15 54,440,202.67 -262.16% 

每股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股） -0.43 0.26 -265.38%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8 -0.01 900.00%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8 -0.01 900.0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05% -0.67% 1.72%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

率（%） 
0.95% -0.79% 1.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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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28,000.00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15,276.00  

所得税影响额 -219,819.00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 -826.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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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计 1,522,630.9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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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7,7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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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浦东发展集团财务有限责任公司 2,3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中国建设银行－华富强化回报债券型证券投

资基金 
2,3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中国工商银行－中银持续增长股票型证券投

资基金 
1,150,000 人民币普通股 

中国工商银行-德盛增利债券证券投资基金 1,150,000 人民币普通股 

"中国农业银行-建信收益增强债券型证券投资

基金 
1,150,000 人民币普通股 

中国建设银行－国投瑞银优化增强债券型证

券投资基金 
1,150,000 人民币普通股 

中国银行－博时宏观回报债券型证券投资基

金 
587,161 人民币普通股 

刘超 207,164 人民币普通股 

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176,600 人民币普通股 

王春泽 16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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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报告期末应收票据较期初减少 50%，主要原因系本期银行承兑汇票托收、贴现增加所致； 

2、报告期末应收账款较期初增加 84.08%，主要原因本期末发生的赊销款尚未回笼所致； 

3、报告期末存货较期初增加 113.99%，主要系本期在手销售订单较多，为执行销售订单而发生的生产备料较去年同期增加所

致； 

4、报告期末其他应收款较期初增加 31.99%，主要原因系本期投标保证金增加所致； 

5、报告期末在建工程较期初减少 93.68%，主要原因是报告期内相关在建工程完工转入固定资产所致；  

6、报告期末应付票据较期初增加 113.33%，主要原因是本期增加外购存货相应增加的银行承兑汇票所致； 

7、报告期末应付帐款较期初增加 261.09%，主要原因是本期增加外购存货相应增加的应付货款所致； 

8、报告期末预收帐款较期初增加 115.77%，主要原因是本期预收销货款增加所致； 

9、报告期末应付职工薪酬较期初减少 70.71%，主要原因是支付上年工会经费所致； 

10、报告期末应交税费红字余额较期初增加了 558.80%，主要原因是本期待抵增值税进项税额增加所致； 

11、报告期末其他应付款较期初减少 42.37%，主要原因是支付上年欠付的上市费用所致； 

12、报告期末应付利息较期初减少 93.30%，主要原因是支付上年银行贷款利息所致； 

13、报告期末长(短)期借款较期初减少 100.00%，主要原因是本期归还上年全部银行贷款所致； 

14、报告期内营业收入较上年同期增长 814.87%，主要原因是上年同期产品交货滞后影响销售确认所致； 

15、报告期内营业成本较上年同期增长 713.91%，主要是由于销售增长营业成本相应增加所致； 

16、报告期内销售费用较上年同期增长 536.69%，主要系由于销售增长运费相应增加所致； 

17、报告期内财务费用比上年同期下降 76.13%，主要系本期银行融资规模减少所致； 

18、报告期内资产减值损失比上年同期增长 239.25%，主要系本期末应收款余额较上年同期末增长较大，从而坏帐损失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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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应增加所致; 

19、报告期内营业外收入较上年同期增长 312.67%，主要系本期财政奖励资金增加所致; 

20、报告期内所得税费用较上年同期增长 345.45%，主要系上年同期亏损而本期盈利所致; 

21、报告期内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比上年同期增长 1022.61%，主要系由于本期营业收入增长带来经营业绩增长所致。 

22、报告期内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比上年同期下降 262.16%，主要系由于本期赊销款未收回，且生产规模扩大相应

原材料及其他生产费用增加所致； 

22、报告期内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比上年同期下降 1010.34%，主要系由于本期清偿上年贷款且无新贷所致； 

23、报告期内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比上年同期增长 43.25%，主要系本期购建固定资产支出较上年同期减少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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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 无 不适用 

收购报告书或权益变动报告书中所作承

诺 
无 无 不适用 

重大资产重组时所作承诺 无 无 不适用 

发行时所作承诺 

公司实际控制人

严俊旭及其关联

自然人金亮、控

股股东上海天神

投资管理有限公

司、主要股东
Real Fun 

Holdings 

Limited、股东上

海利能投资管理

有限公司 

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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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或者间接持有的公司

本次发行前已发行的股

份，也不由公司回购其

直接或者间接持有的公

司本次发行前已发行的

股份 

在报告期内严格按承诺没有转让或者委托

他人管理其直接或者间接持有的公司本次

发行前已发行的股份，也没有让公司回购其

直接或者间接持有的公司本次发行前已发

行的股份 

其他承诺（含追加承诺） 无 无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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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对 2011 年 1-6 月经营业绩的预计 

2011年1-6月预计的经营业绩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比上年同期增长幅度小于 50% 

2011年1-6月净利润同比变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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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00% ～～ 50.00% 

2010 年 1-6 月经营业绩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39,105,954.59 

业绩变动的原因说明 公司加大市场开拓力度，生产订单较去年同期有较大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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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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