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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应流机电股份有限公司 

2013 年年度报告摘要 

 

一、重要提示  

1.1 本年度报告摘要摘自年度报告全文，投资者欲了解详细内容，应当仔细阅读同时刊载于

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等中国证监会指定网站上的年度报告全文。 

 

1.2 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应流股份 股票代码 603308 

股票上市交易所 上海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林欣 杜超 

电话 0551-63737776 0551-63737776 

传真 0551-63737880 0551-63737880 

电子信箱 ylgf@yingliugroup.cn ylgf@yingliugroup.cn 

 

二、主要财务数据和股东变化  

2.1 主要财务数据 

主要会计数据 2013 年 2012 年 

本期比上年同

期增减(%) 2011 年 

总资产 3,751,722,422.04 3,319,576,466.98 13.02 3,102,052,379.1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资产 1,141,187,601.82 978,899,729.93 16.58 803,432,066.61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净额 242,657,270.76 120,964,429.30 100.6 205,969,542.54 

营业收入 1,333,857,614.89 1,367,272,691.66 -2.44 1,262,201,913.5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 162,718,011.25 175,436,199.47 -7.25 159,484,299.0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

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154,234,135.26 169,012,607.07 -8.74 153,294,267.79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15.35 19.69 

减少 4.34 个百

分点 23.74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51 0.55 -7.27 0.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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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51 0.55 -7.27 0.51 

 

2.2股东数量和持股情况 

单位：股 

截止报告期末股东总数 9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第 5

个交易日末股东总数 
23,7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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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期

内增减 

持有有限售条

件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

的股份数量 

霍山应流投资管理有限

公司 

境内非国

有法人 
41.4790 132,732,130 0 132,732,130 无  

 

CDH PRECISION（HK）

LIMITED 
境外法人 20.2830 64,905,596 0 64,905,596 无  

 

光大控股机械投资有限

公司 
境外法人 20.2830 64,905,596 0 64,905,596 无  

 

霍山衡邦投资管理有限

公司 

境内非国

有法人 
6.8660 21,971,589 0 21,971,589 无  

 

东莞市联景实业投资有

限公司 

境内非国

有法人 
4.6875 15,000,000 0 15,000,000 无  

 

上海正海聚亿投资管理

中心(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

有法人 
3.1250 10,000,000 0 10,000,000 无  

 

郑州亿仁实业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

有法人 
1.5625 5,000,000 0 5,000,000 无  

 

霍山衡玉投资管理有限

公司 

境内非国

有法人 
1.2980 4,152,597 0 4,152,597 无  

 

霍山衡宇投资管理有限

公司 

境内非国

有法人 
0.4160 1,332,492 0 1,332,492 无  

 

 

2.3 以方框图描述公司与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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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2013 年，世界经济艰难复苏，国内经济增速放缓，中国全年 GDP 增速 7.7%。IMF 在报

告中指出，世界经济活动将进一步改善的同时，并没有完全走出困境。总体说来，经营环境

严峻，但在国内外结构调整、转型升级中酝酿着结构性增长机会。 

公司属于专用设备零部件行业，研发、生产、销售高端装备领域泵及阀门零件、机械装

备构件，产品应用于石油天然气、清洁高效电力、工程和矿山机械以及其他高端装备领域，

主要客户均居世界行业领先地位，公司与核心客户建立长期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公司及主要

子公司是国家高新技术企业、国家火炬计划重点高新技术企业。根据中国海关信息中心统计

数据，公司 2013 年 1-12月阀门零件出口额仍然位列全国同类企业第一位，市场占有率继续

提高。 

报告期内，公司通过持续改善质量、成本和交货期，继续提升国际市场的竞争力，加强

与核心客户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公司提出“一切以客户为中心，以客户满意为目标”的理念，

贯彻“真诚热情、快速反应、准时交货、质量满意”的准则，得到国内外客户的广泛认可。 

报告期内，公司继续加大产品结构调整力度，提高特殊材质和性能要求的更高技术产品

研发水平。核电站核一级主泵泵壳铸件、超（超）临界电站主汽阀阀壳、高压加氢阀门阀体、

油气钻采涡轮钻具涡轮定子等产品进入国内外市场。 

报告期内，公司积极投身重大技术装备国产化领域，重点关注核电、超超临界发电以及

石油天然气等高效清洁能源领域。公司持有的《核安全机械设备制造许可证》的许可范围扩

展到核安全一级泵阀类、支承类铸件，成为国内极少数拥有核一级铸件制造资质的企业。公

司 2013 年 9月通过 AS9100 航空航天质量体系认证。 

(一)  主营业务分析 

1、  利润表及现金流量表相关科目变动分析表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科目 本期数 上年同期数 变动比例（%） 

营业收入 1,333,857,614.89 1,367,272,691.66 -2.44 

营业成本 852,593,426.05 887,337,613.20 -3.92 

销售费用 50,933,235.77 51,398,534.26 -0.91 

管理费用 119,007,347.47 116,244,956.91 2.38 

财务费用 119,713,085.20 102,797,181.49 16.46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42,657,270.76 120,964,429.30 100.60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59,560,531.12 -362,127,470.16 -67.14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71,184,122.07 191,287,002.31 -62.79 

研发支出 64,605,795.13 74,652,689.36 -13.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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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收入 

(1)  驱动业务收入变化的因素分析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133,385.76 万元，同比减少 2.44%，主要由于工程和矿产

机械行业受国际、国内宏观经济增长放缓影响较大，以及国内核电项目尚未全面启动，公司

营业收入在工程和矿产机械行业及清洁高效发电行业等领域收入减少所致。 

 

(2)  以实物销售为主的公司产品收入影响因素分析 

产品 本期销售量（吨） 上年销售量（吨） 增减比例（%） 

设备零部件 33,731 37,713 -10.56 

 注：上述销售量是将所有设备零部件按重量进行汇总 

 (3)  新产品及新服务的影响分析 

报告期内，公司产品或服务未发生重大变化或调整。 

 

(4)  主要销售客户的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前五名客户销售总额 77,259.09 万元，占公司全部销售总额的 57.92%。 

 

3、  成本 

(1)  成本分析表 

单位:元 

分行业情况 

分行业 
成本构成

项目 
本期金额 

本期占

总成本

比例(%) 

上年同期金额 

上年同期

占总成本

比例(%) 

本期金额较

上年同期变

动比例(%) 

专用设

备零部

件制造

业 

直接材料 402,420,202.92 50.16 453,039,425.80 53.86 -11.17 

直接人工 147,474,107.17 18.38 144,003,619.93 17.12 2.41 

制造费用 252,429,028.93 31.46 244,099,594.07 29.02 3.41 

分产品情况 

分产品 
成本构成

项目 
本期金额 

本期占

总成本

比例(%) 

上年同期金额 

上年同期

占总成本

比例(%) 

本期金额较

上年同期变

动比例(%) 

泵及阀

门零件 
- 505,911,399.39 63.06 492,098,687.22 58.50 2.81 

机械装

备构件 
- 296,411,939.63 36.94 349,043,952.58 41.50 -15.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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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主要供应商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前五名供应商采购总额 28,971.13 万元，占公司全部采购总额的 39.22%。 

 

4、  研发支出 

(1)  研发支出情况表 

单位：元 

本期费用化研发支出 64,605,795.13 

研发支出合计 64,605,795.13 

研发支出总额占净资产比例（%） 5.44 

研发支出总额占营业收入比例（%） 4.84 

 

(2)  情况说明 

本公司研发费用主要包括：研发设备折旧、技术及软件购买、技术合作咨询费、研发人

员的工资性支出、直接材料消耗、设计及试验检测费用等。本公司以技术创新作为企业发展

的驱动力，不断增加研发费用投入，始终在技术上保持行业领先优势。 

 

5、  现金流 

现金流量表项目 本期数（元） 上年同期数（元） 变动额（元） 
变动比

例（%） 
变动原因说明 

收到的税费返还 88,849,631.78 123,117,437.99 -34,267,806.21 -27.83 
主要系收增值税出口退税款

减少所致 

收到其他与经营活动

有关的现金 
93,021,380.31 243,040,652.30 -150,019,271.99 -61.73 

主要系票据保证金收回减少

所致 

购买商品、接受劳务

支付的现金 
871,939,847.33 1,232,348,050.80 -360,408,203.47 -29.25 

主要本期采购存货减少以及

支付应付账款减少所致 

处置固定资产、无形

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

收回的现金净额 

583,459.87 1,498,350.00 -914,890.13 -61.06 主要系处置资产减少所致 

收到其他与投资活动

有关的现金 
19,958,468.18 11,301,486.84 8,656,981.34 76.60 

主要系收到固定资产投资补

助所致 

购建固定资产、无形

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

支付的现金 

181,599,442.47 376,424,290.30 -194,824,847.83 -51.76 
主要购置固定资产支出减少

所致 

取得借款收到的现金 2,627,522,879.87 2,009,932,605.79 617,590,274.08 30.73 
主要系取得短期借款增加所

致 

收到其他与筹资活动

有关的现金 
20,000,000.00  20,000,000.00  主要系取得融资租赁款所致 

偿还债务支付的现金 2,390,554,369.75 1,642,791,292.71 747,763,077.04 45.52 
主要系偿还短期、长期借款

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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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其它 

(1)  公司利润构成或利润来源发生重大变动的详细说明 

利润表项目 
本期数（万

元） 

上年同期数

（万元） 
变动幅度 变动原因说明 

营业税金及附加 971.63 737.20 31.80% 
主要系国内收入增加应纳增值税增加相应附

加税费增加 

营业外收入 1,010.63 773.74 30.62% 主要系收到政府补助增加所致 

 

(二)  行业、产品或地区经营情况分析 

1、  主营业务分行业、分产品情况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主营业务分行业情况 

分行业 营业收入 营业成本 
毛利率

（％） 

营业收入

比上年增

减(%) 

营业成本

比上年增

减(%) 

毛利率比

上年增减

（%） 

专用设备零部

件制造业 
1,272,435,048.33 802,323,339.02 36.95 -2.71 -4.62 

增加 1.26

个百分点 

主营业务分产品情况 

分产品 营业收入 营业成本 
毛利率

（％） 

营业收入

比上年增

减(%) 

营业成本

比上年增

减(%) 

毛利率比

上年增减

（%） 

泵及阀门零件 816,700,084.15 505,911,399.39 38.05 7.41 2.81 
增加 2.77

个百分点 

机械装备构件 455,734,964.18 296,411,939.63 34.96 -16.77 -15.08 
减少 1.29

个百分点 

 

2、  主营业务分地区情况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地区 营业收入 营业收入比上年增减（％） 

国内 440,710,980.29 31.43 

国外 831,724,068.04 -14.49 

 

(三)  资产、负债情况分析 

1、  资产负债情况分析表 

单位:元 

项目名称 本期期末数 

本期期末数占

总资产的比例

（%） 

上期期末数 

上期期末

数占总资

产的比例

（%） 

本期期末金

额较上期期

末变动比例

（%） 

货币资金 476,383,300.98 12.70 354,209,839.70 10.67 34.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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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应收款 13,137,805.89 0.35 30,772,081.05 0.93 -57.31 

其他流动资产 32,200,100.89 0.86 1,396,973.82 0.04 22.05 倍 

短期借款 1,974,837,124.44 52.64 1,444,732,250.32 43.52 36.69 

应交税费 15,832,748.57 0.42 -20,073,059.45 -0.60 3590.58 万元 

一年内到期的非

流动负债 
43,169,944.95 1.15 269,234,273.17 8.11 -83.97 

长期借款 156,090,908.00 4.16 238,227,272.00 7.18 -34.48 

长期应付款 12,436,957.98 0.33 30,513,213.45 0.92 -59.24 

其他非流动负债 26,972,103.85 0.72 20,253,455.38 0.61 33.17 

货币资金：主要系公司经营活动产生现金流量增加所致 

其他应收款：主要系租赁保证金收回所致 

其他流动资产：主要系待抵扣进项税、预缴所得税转入所致 

短期借款：主要系公司营运资金需求增加所致 

应交税费：主要系待抵扣进项税、预缴所得税转出所致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主要系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到期偿还所致 

长期借款：主要系取得长期借款减少所致 

长期应付款：主要系支付融资租赁款所致 

其他非流动负债：主要系收到固定资产投资补助增加所致 

  

(四)  核心竞争力分析 

公司是铸造、加工和组焊为一体的专用设备关键零部件制造商，铸造工艺技术、装备和

产品质量均处于国内领先地位并达到国际先进水平，公司在国内外以铸造为源头的专用设备

零部件行业具有很强的竞争力，具体的核心竞争优势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制造优势。在专用设备关键零部件制造领域，客户往往要求定制生产的各种零部件拥有

特殊的材质、优异的性能以及复杂的结构。公司是国内外少数能够稳定生产超级奥氏体不锈

钢、双相不锈钢、高温合金的企业，具备生产 100 多种特殊材质产品的能力；公司生产的零

部件具备优异的性能，能在使用环境苛刻的情况下保证与主机配套时安全可靠的正常工作；

公司生产的各种复杂的产品重量范围从几克到几十吨，能满足客户对产品结构的特殊需求。 

 技术优势。公司生产的专用设备关键零部件产品均根据客户要求定制，主要为高端专

用设备配套，在关键零部件产品的技术研发方面具有领先优势。首先，公司将信息技术与制

造技术融合，是国内同行业最早应用无模造型技术、快速成型技术、计算机工艺模拟和仿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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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造技术的领先企业之一。其次，公司创造性地综合运用多种关键技术，运用多学科技术创

新产品。最后，公司拥有紧跟国际前沿技术的梯次化专业人才，公司是著名技术研究机构

CTI 在中国大陆地区的技术支持合作伙伴，同时与合肥工业大学合作开办"应流职工大学"，

培养了近 400 名本土化专业技术人才。 

装备优势。公司生产设备整体处于国内领先水平，由其构成的产能规模处于行业前列。

公司是国内同行业同时拥有 AOD、VOD 和真空熔炼炉等钢液精炼设备的少数企业之一，具

备五种铸造工艺并全套引进 IMF 树脂砂铸造生产线，拥有铸造成形、精加工和模块化制造

完整产业链，是国内少数能够生产特殊材质中大型零部件的企业。 

质量优势。公司具备对高端零部件产品的化学成分、机械性能、物理性能、金相组织、

几何尺寸、内在缺陷等进行全面检测的设备和技术能力，从而保证了高端零部件产品质量完

全符合欧美、日本、澳大利亚等国际先进标准、行业标准和国际性大公司的特定标准要求。

因此，公司具有保持质量体系持续有效运行以及持续向客户交付高品质产品的能力。 

战略合作优势。公司已与包括卡特彼勒、艾默生、泰科、格兰富、KSB、ITT、博雷、

克瑞等其他众多国际性行业领先企业签订长期协议，形成了贯穿研发、生产各环节的全过程

战略合作，成功确立了紧密的长期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使公司研发、生产的高端零部件产品

始终处于国际先进水平。 

完整产业链优势。本公司拥有完备的以铸钢件为源头的零部件制造产业链，铸造工艺技

术、装备和产品质量均处于国内领先地位并达到国际先进水平。公司依托铸造环节的突出优

势，通过产业链各环节的先进设备和多种工艺组合，将铸造毛坯经过精加工成为核心零部件，

进而经过焊接组装成为模块总成件，成功实施产业链延伸战略，生产出符合严格标准的精良

产品，满足不同行业专用设备需要。 

(五)  投资状况分析 

1、  对外股权投资总体分析 

(1)  持有非上市金融企业股权情况 

所持对象名

称 

最初投资金

额（元） 

持有数量

（股） 

占该公司

股权比例

（%） 

期末账面价

值（元） 

报告期

损益

（元） 

报告期所

有者权益

变动（元） 

会计核

算科目 

股份来

源 

徽商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 
11,800,000 14,969,833 0.14 11,800,000 0 0 

长期股

权投资 

设立时

认购 

 

2、  非金融类公司委托理财及衍生品投资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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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委托理财情况 

   本年度公司无委托理财事项。 

 

(2)  委托贷款情况 

   本年度公司无委托贷款事项。 

 

3、   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1）其他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安徽应流机电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

批复》（证监许可[2014]6 号）核准，采用向网下投资者询价配售发行与网上向持有一定数量

非限售股份的投资者定价发行相结合的方式，共发行新股 8,001万股，未进行老股转让。本

次发行募集资金总额为 662,482,800.00 元，募集资金净额为 578,429,348.00 元。天健会计师

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于 2014 年 1 月 16 日对本次发行的资金到位情况进行了审验，并出

具了天健验〔2014〕5-1 号《验资报告》。上述募集资金到帐后，已存放于募集资金专项账

户。 

2014 年 2 月 13 日，经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批准，同意公司使用募集资

金置换预先投入募投项目自筹资金 224,626,869.07元人民币。对此，保荐人国元证券股份有

限公司出具了专项核查意见，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了专项审核报告。 

公司已在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合肥庐阳支行、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合肥分

行、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合肥分行（以下简称“募集资金专户存储银行”）开设募集资金专

户，并于 2014 年 2 月 14 日会同保荐机构国元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元证券”）

及募集资金专户存储银行签订了《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公司全资子公司应流

铸造在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合肥分行营业部开设了募集资金专项账户，并于 2014 年

3 月 7 日会同公司、国元证券及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合肥分行签订了《募集资金专户

存储三方监管协议》。 

 

4、  主要子公司、参股公司分析 

 公司主要子公司、参股公司情况详见本报告第十节“六、企业合并及合并财务报表”。 

 

5、非募集资金项目情况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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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名称 项目金额 项目进度 本年度投入金额 
累计实际投入

金额 

项目收

益情况 

重载车辆关键零部件技

术研发创新中心项目 
300,000,000 90% 81,200,115.63 299,085,238.99  

2400 吨硅溶胶项目 240,000,000 90% 66,412,277.62 225,743,511.08  

 

四、董事会关于公司未来发展的讨论与分析 

(一)  行业竞争格局和发展趋势 

行业竞争格局：在专用设备零部件制造领域，发达国家具有雄厚的制造工艺技术基础，

跨国公司及其核心供应商掌握着专用设备零部件的核心制造技术。我国专用设备零部件行业

经过多年发展，形成了门类齐全、规模较大、具有一定国际竞争力的产业体系。近年来，我

国专用设备零部件发展态势良好，少数领先企业制造技术水平和产品性能接近或达到国际先

进水平，但行业整体基础技术薄弱，产品以中低档为主，在性能、品种、质量等方面与发达

国家相比仍有较大差距，大批高端零部件的制造技术没有掌握，需要依靠进口。 

行业发展趋势：首先，专用设备零部件单一品种批量生产、特殊产品内部配套的传统生

产模式，已经不能适应高端装备行业巨大的市场需求、快速技术升级和全球产业转移的发展

要求，部分领先企业实行专业化定制的创新经营模式，专用设备零部件专业化制造成为行业

主流趋势；其次，为了满足专用设备零部件的高性能要求，保证各环节严格执行统一的标准

规范要求，满足下游客户缩短供应链流程的要求，构建完整的专用设备零部件制造产业链，

成为专用设备零部件行业又一发展趋势。 

(二)  公司发展战略 

公司始终秉承“精品思想、精细操作、精细过程、精品结果”的发展理念，坚持“产品

结构调整、产业链延伸、价值链延伸”三大基本战略，发挥现有的人才、技术、市场、客户

等方面的优势，适时把握宏观经济、终端行业和全球市场变化趋势，努力把公司打造成为国

际领先的专用设备高端零部件提供商。 

(三)  经营计划 

2014年度，公司预计实现营业收入140,000万元，预计营业成本和期间费用121,000万元。

公司坚持“产品结构调整、产业链延伸、价值链延伸”战略，致力于成为专用设备零部件行

业具有国际竞争力的领先企业。为完成上述目标，促进公司持续稳定发展，2014年公司将重

点推进以下工作，以促进转型升级、扩大领先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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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积极投身国家重大装备国产化，发挥行业领先优势，以替代进口为目标。抓住核电

重启机会，重点发展核电领域特别是第三代核电核一级主泵泵壳、爆破阀阀体等核心零部件，

以及超超临界电站主汽阀、汽轮机关键零部件；抓住污染防控机遇，重点发展石油天然气领

域高压加氢阀门阀体、高压氧阀等高端零部件。 

2、继续扩大国际市场领先优势，增强与核心客户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优化客户支持

和服务的人员、流程和信息平台，贯彻“一切以客户为中心、以客户满意为目标”的理念，

开发高端产品、缩短交货周期、提高质保水平，全方位提升竞争优势。 

3、全力推进转型升级，大力开发核电、油气钻采、炼油石化及国防等优势行业高端产

品，进一步扩大高附加值产品比重，扩大在高端、尖端零部件领域的竞争优势。 

4、用好募投资金，做好项目管理，推进建设进度，以促进核心技术发展和产能扩充，

满足高端零部件的市场需求。 

5、通过培训、引进高端技术、市场和管理人才，优化人才结构，满足公司未来发展需

求，进一步完善激励机制。 

6、继续强力推进精细化管理，尤其注重以卓越班组为核心的基础建设，提升公司对市

场客户快速响应、引领需求的能力，提升发展效率，提高经营效益。开发适用型信息系统，

进一步推进信息化和工业化的高度融合。 

(四)  因维持当前业务并完成在建投资项目公司所需的资金需求 

公司将积极推进在建投资项目的建设工作，严格按照投资项目的资金来源规划，科学合

理使用募集资金和自有资金。除此之外，公司将适时运用银行贷款等债权融资渠道，确保满

足公司发展的资金需求。 

（五）可能面对的风险 

1、主要原材料价格波动的风险。本公司产品的主要原材料为废钢、废不锈钢、镍等合

金材料。公司按照成本加成的定价原则来确定产品价格，主要原材料价格的波动会对公司主

营产品的销售定价产生一定影响。公司可以通过调整产品价格转移主要原材料价格波动的风

险，但由于公司产品价格变动与主要原材料价格变动在时间上存在一定的滞后性，而且在变

动幅度上也存在一定差异。因此，主要原材料价格的波动将会对经营业绩的稳定性产生一定

影响，公司存在因主要原材料价格大幅波动所致的经营风险。 

2、汇率变动风险。本公司部分产品出口销售，在出口贸易中公司采取的主要结算货币

为美元、英镑和欧元。自 2005 年 7 月人民币汇率制度改革后，人民币对各主要外币汇率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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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升趋势，对公司以外币结算的经营业务产生了一定的影响。2013 年度，本公司出口销售

收入为 83，172.41 万元，公司由于汇率变动所导致的汇兑净损失为 1,655.08 万元。 

3、偿债风险。近年来公司积极扩大生产经营规模，报告期内，公司固定资产的持续投

入和流动资金需求增加使公司对资金的需求量不断增加。面对快速增长的资金需求，公司主

要通过银行借款解决，因而资产负债率水平一直较高。2013 年末，公司资产负债率为 65.17%，

流动比率和速动比率总体水平偏低，公司存在一定的偿债风险。 

4、募集资金运用的风险。公司已经较为充分地考虑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与公司生产模

式、产能运用、财务状况、人员技术、市场需求等因素的匹配性，认为其能够提升公司生产

工艺水平和核心竞争力，增强公司服务市场和满足客户需求的能力，不断提高公司产品的市

场份额。但由于公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涉及金额较大，建设周期较长，实际运营过程中会面

临各种不确定因素，存在由于组织管理不善或其他不可预见的因素导致项目未能实现预期经

济效益，从而影响公司经营业绩的风险。同时，公司固定资产规模及其折旧额将随着募集资

金投资项目的完成而增加，将面临固定资产折旧额增加而影响公司盈利能力的风险。 

 

五、  利润分配或资本公积金转增预案 

                                           

2014 年 4 月 27 日，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安徽应流机电股份有限

公司 2013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考虑到公司股东的利益与公司长远发展，公司 2013 年利润

分配方案为：公司拟以首次公开发行后的股本总数 400,010,000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股利 0.82 元（含税），共派发现金股利 32,800,820.00 元，剩余未分配利润，结转

以后年度分配，公司本年度不进行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该议案尚需股东大会通过，符合中

国证监会《关于进一步落实上市公司现金分红有关事项的通知》（证监发[2012]37 号）及《公

司章程》的要求。 

                                        

 

董事长：杜应流  

安徽应流机电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一四年四月二十七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