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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重要提示 

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应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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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负责人肖奋、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肖晓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汪晓萍声明：保证季度

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次季报的董事会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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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主要财务数据及股东变化 

一、主要财务数据 

本报告期对以前期间财务数据是否进行了追溯调整或重述 

□ 是 √ 否  

 2013 年 1-3 月 2012 年 1-3 月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 

营业收入（元） 185,487,945.37 165,894,591.61 11.8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16,964,218.80 13,858,098.44 22.4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的净利润（元） 
16,964,218.80 13,858,098.44 22.41%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29,180,789.12 8,625,265.86 238.32%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1 0.12 -8.33%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1 0.12 -8.33%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88% 3.3% -1.42% 

 2013 年 3 月 31 日 2012 年 12 月 31 日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期末

增减(%) 

总资产（元） 1,093,544,879.59 1,058,236,602.88 3.3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909,013,899.81 892,049,681.02 1.9%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 适用 √ 不适用  

二、报告期末股东总数及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股东总数 21,689 

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件

的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肖奋 境内自然人 50.25% 75,375,000 75,375,000   

肖勇 境内自然人 4.5% 6,750,000 6,750,000   

刘方觉 境内自然人 3.75% 5,625,000 5,625,000   

肖晓 境内自然人 3% 4,500,000 4,500,000   

肖文英 境内自然人 3% 4,500,000 4,5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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肖武 境内自然人 3% 4,500,000 4,500,000   

汪泽其 境内自然人 2.25% 3,375,000 3,375,000   

肖韵 境内自然人 2.25% 3,375,000 3,375,000   

中江国际信托股

份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0.83% 1,250,000 1,250,000   

黄汉龙 境内自然人 0.37% 548,750 548,750   

前 10 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股份数量 
股份种类 

股份种类 数量 

中江国际信托股份有限公司 1,250,000 人民币普通股 1,250,000 

东方汇理银行 324,800 人民币普通股 324,800 

王月升 3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300,000 

王荷芳 180,238 人民币普通股 180,238 

朱晓君 165,988 人民币普通股 165,988 

张广信 163,200 人民币普通股 163,200 

长城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客户信用

交易担保证券账户 
159,100 人民币普通股 159,100 

胡金喜 147,400 人民币普通股 147,400 

上海东浦建设发展有限公司 146,800 人民币普通股 146,800 

秦健 145,908 人民币普通股 145,908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

说明 

公司前十大股东中，刘方觉为实际控制人肖奋先生配偶，肖韵为肖奋女儿，肖文英为肖

奋姐姐，肖勇为肖奋弟弟，肖武为肖奋弟弟，肖晓为肖奋妹夫。公司无限售十大流通股

股东之间未知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知是否为一致行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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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重要事项 

一、报告期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发生重大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一）资产负债表项目变动的原因分析： 

项目 2013年3月31日 2012年12月31日 同比增减（%） 

预付账款 6,649,738.27 1,491,411.62 345.87% 

长期待摊费用 1,678,879.68 1,271,067.05 32.08% 

预收帐款 14,027,537.58 8,123,501.44 72.68% 

应交税费 -8,979,452.09 -21,315,570.25 -57.87% 

其他应付款 5,110,650.27 1,256,079.89 306.87% 

 

报告期内，公司资产变动的主要原因： 

1.预付账款较去年年末增加515.83万元，增幅345.87%，主要系公司购买设备支付的预付款； 

2.长期待摊费用较去年年末增加40.78万元，增幅32.08%，主要系公司厂房发生的改修费用； 

3.预收帐款较去年年末增加590.40万元，增幅72.68%，主要系客户支付的预付款； 

4.应交税费较去年年末增加1,233.61万元，主要系本期收回了增值税出口退税款； 

5.其他应付款比去年年末增加385.45万元，增幅306.87%，主要系公司购买设备尚未支付的款项； 

 

（二）利润表项目变动的原因分析： 

项目 2013年1-3月 2012年1-3月 同比增减（%） 

营业收入 185,487,945.37 165,894,591.61 11.81% 

营业成本 137,596,177.82 128,914,591.66 6.73% 

营业税金及附加 2,116,256.40 798,349.46 165.08% 

销售费用 8,859,966.39 7,469,354.30 18.62% 

管理费用 14,337,436.51 12,696,857.40 12.92% 

财务费用 2,072,695.64 1,195,701.18 73.35% 

资产减值损失 327,622.76 -283,297.97 -215.65% 

投资收益 587,295.80 873,820.31 -32.79% 

营业利润 20,765,085.65 15,976,855.69 29.97% 

营业外收入 1,274,282.24 675,590.45 88.62% 

净利润 16,894,105.23 13,730,311.65 23.04% 

 

报告期内，公司利润表变动的主要原因： 

1.报告期内，实现营业收入18,548.79万元，同比增长11.81%，主要系报告期内，公司研发的新产品规模出货引起； 

2.报告期内，营业税金及附加同比增长165.08%，主要系去年同期根据税务局的审批结果通知单计提营业税金及附加，

本期遵循预提的方式进行计提； 

3.报告期内，财务费用同比增长73.35%，主要系本期发生的汇兑损失引起； 

4.报告期内，公司资产减值损失同比增加61.09万元，主要系2013年3月31日的应收账款、其他应收款比2012年12月31日

有所增加，计提的资产减值损失也有所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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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报告期内，投资收益同比下降32.79%，主要系本期理财产品尚未到期结算利息影响； 

6.报告期内，营业利润同比增长29.97%，主要系本期营业收入的增长以及公司产品综合毛利率的提升影响； 

7.报告期内，营业外收入同比增长88.62%，主要系本期收到的政府补贴； 

 

（三）现金流量表构成情况分析 

项目 2013年1-3月 2012年1-3月 同比增减（%） 

一、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9,180,789.12 8,625,265.86 238.32% 

   经营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216,248,182.73 189,845,682.70 13.91% 

   经营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187,067,393.61 181,220,416.84 3.23% 

二、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64,761,555.02 -48,144,899.89 34.51% 

   投资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587,295.80 873,820.31 -32.79% 

   投资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65,348,850.82 49,018,720.20 33.31% 

三、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315,479.99 -10,591,232.31 -97.02% 

   筹资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    1,294,697.00 -100.00% 

   筹资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315,479.99 11,885,929.31 -97.35% 

 

报告期内，公司现金流量构成变动的主要原因为： 

1.报告期内，公司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增加2,055.55万元，比去年同期增长238.32%，主要系本报告期内公司继

续加强对客户应收款的管理，保证资金健康发展； 

2.报告期内，公司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减少1,661.66万元，比去年同期下降34.51%，主要系本报告期公司将自

有资金5,500.00万元进行了部分理财投资，去年同期公司支付了4,565.65万元土地使用费； 

3.报告期内，公司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增加1,027.575万元，主要系去年同期公司偿还了银行借款1,010.46万元。 

二、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美国时间2012年9月7日，公司就客户Altec Lansing拒绝按协议支付货款向美国地区法院加州南区法院（以下简称“法

院”）提起诉讼。加州时间2013年2月19日（北京时间2013年2月20日），根据法院的裁定，公司代理律师以及公司总裁汪泽

其先生与Altec Lansing代理律师在圣地亚哥美国联邦地区法院法官的主持下进行了第一次庭外调解，双方对具体事项未能达

成一致意愿。双方将各自根据法官的日程安排进行下一步的工作。 

重要事项概述 披露日期 临时报告披露网站查询索引 

诉讼公告 2013 年 02 月 23 日 

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finalpage/2013-

02-23/62145412.PDF 

诉讼进展公告 2012 年 11 月 16 日 

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finalpage/2012-

11-16/61803768.PDF 

三、公司或持股 5%以上股东在报告期内或持续到报告期内的承诺事项 

承诺事项 承诺方 承诺内容 承诺时间 承诺期限 履行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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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改承诺      

收购报告书或权益变动报告书中所作承

诺 
     

资产重组时所作承诺      

首次公开发行或再融资时所作承诺 公司 

2011-2013 年度，

公司在足额预留

法定公积金、盈余

公积金以后，每年

以现金方式向股

东分配股利不低

于当年的可供分

配利润的 25%。 

2011 年 12 月 06

日 
三年 继续严格履行 

 

肖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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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直接或间接持有

的公司首次发行

上市前已发行股

份，也不由公司回

购该部分股份。在

担任公司董事、监

事或高级管理人

员期间，每年转让

的股份不超过所

持有股份的 25%，

在离职半年内不

转让所持有的公

司股份，离职半年

后的十二个月内

通过证券交易所

挂牌交易出售公

司股份数量占所

持有公司股份总

数的比例不超过

50%。 

2012 年 06 月 05

日 
长期有效 继续严格履行 

肖奋 

本人（包括本人控

制的全资、控股企

业或其他关联企

业，下同）不从事

或参与任何可能

与股份公司及其

控股子公司从事

2012 年 06 月 05

日 
长期有效 继续严格履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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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经营业务构成

竞争的业务，以避

免与股份公司构

成同业竞争。如因

本人未履行本承

诺函所作的承诺

而给股份公司造

成损失的，本人对

因此给股份公司

造成的损失予以

赔偿。 

肖奋 

如税务机关在任

何时候追缴奋达

实业整体变更为

股份有限公司过

程中本人应缴纳

的个人所得税、滞

纳金等款项，本人

将立即全额予以

缴纳。如果公司因

上述事宜承担责

任或遭受损失，本

人将向公司进行

补偿，保证公司不

因此遭受任何损

失；如因其他自然

人发起人股东未

缴纳上述应缴的

个人所得税导致

公司承担责任或

遭受损失，本人将

立即、足额地代上

述其他股东向公

司赔偿其所发生

的与此有关的所

有损失，代偿后本

人将自行向相关

其他股东追偿。 

2012 年 06 月 05

日 
长期有效 继续严格履行 

肖奋 

如应有权部门要

求和决定，公司及

子公司需要为员

工补缴社会保险

费用及其任何罚

款或损失，本人愿

2012 年 06 月 05

日 
长期有效 继续严格履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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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在毋须公司支

付对价的情况下

无条件承担所有

相关的赔付责任。 

其他对公司中小股东所作承诺      

承诺是否及时履行 是 

未完成履行的具体原因及下一步计划 公司将继续严格履行有关承诺事项 

是否就导致的同业竞争和关联交易问题

作出承诺 
否 

承诺的解决期限 不适应 

解决方式 不适应 

承诺的履行情况 正常履行 

四、对 2013 年 1-6 月经营业绩的预计 

2013 年 1-6 月预计的经营业绩情况：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正值且不属于扭亏为盈的情形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正值且不属于扭亏为盈的情形 

 

2013 年 1-6 月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变

动幅度（%） 
0% 至 40% 

2013 年 1-6 月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变

动区间（万元） 
3,659.77 至 4,757.7 

2012 年 1-6 月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万

元） 
3,659.77 

业绩变动的原因说明 公司将加大研发力度，开发新产品，开发新客户，促进销售额的增加。 

五、上市公司发生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非经营性占用资金情况 

股东或关

联人名称 
占用时间 发生原因 

期初数（万

元） 

报告期新增

占用金额

（万元） 

报告期偿还

总金额（万

元） 

期末数（万

元） 

预计偿还方

式 

预计偿还金

额（万元） 

预计偿还时

间（月份） 

深圳市茂

宏电气有

限公司 

一个月 
租金及水电

费 
2.19 0 2.19 0  0  

合计 2.19 0 2.19 0 -- 0 -- 

期末合计值占期末净资产的比例(%) 0% 

相关决策程序 已履行相关程序 

当期新增大股东及其附属企业非经

营性资金占用情况的原因、责任人追
租金及水电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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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及董事会拟定采取措施的情况说

明 

未能按计划清偿非经营性资金占用

的原因、责任追究情况及董事会拟定

采取的措施说明 

不适用 

注册会计师对资金占用的专项审核

意见的披露日期 
2013 年 04 月 11 日 

注册会计师对资金占用的专项审核

意见的披露索引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中瑞岳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关于公

司关联方占用上市公司资金情况的专项审核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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