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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重要提示 

1.1 本公司董事会及其董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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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会议。  

1.3 公司第一季度财务报告未经审计。  

1.4 公司负责人刘兴堂,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康道远,会计机构负责人康道远声明：

保证本季度报告中财务报告的真实、完整。 

§2 公司基本情况简介 

2.1 公司基本信息 

股票简称 *ST 松辽 变更前简称(如有) ST 松辽 

股票代码 600715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孙华东  

联系地址 辽宁省沈阳市苏家屯区白松路 22 号  

电话 024-31489863  

传真 024-31489009  

电子信箱 slqccom@mail.sy.ln.cn  

2.2 财务资料 

2.2.1 主要会计数据及财务指标 

                                                                           币种:人民币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期末数 

本报告期末比上

年度期末增减

（％） 

总资产(元) 403,543,504.76 399,988,734.28 0.89

股东权益（不含少数股东权益）(元) -33,473,448.90 -30,305,611.03 -10.45

每股净资产(元) -0.149 -0.135 -10.37

调整后的每股净资产(元) -0.298 -0.285 -4.56

 报告期 年初至报告期期末 
本报告期比上年

同期增减（％）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2,398,612.55 2,398,612.55 -43.63

每股收益(元) -0.0228 -0.0228 2.15

净资产收益率(%)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资产收益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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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经常性损益项目 金额（单位：元）

扣除公司日常根据企业会计制度规定计提的资产减值准备后的其他各项营业外收入、支出 -10.00

合计 -10.00

2.2.2 利润表 

单位: 元 币种:人民币 审计类型:未经审计  

项目 本期数 上年同期数 

一、主营业务收入 10,964,602.11 478,744.03

减：主营业务成本 9,154,049.71 422,022.51

主营业务税金及附加 26,529.25 16,292.80

二、主营业务利润（亏损以“-”号填列） 1,784,023.15 40,428.72

加：其他业务利润（亏损以“-”号填列） 708,680.42 763,965.89

减: 营业费用   

管理费用 3,566,944.39 1,979,962.12

财务费用 4,044,210.34 4,043,485.50

三、营业利润（亏损以“-”号填列） -5,118,451.16 -5,219,053.01

加：投资收益（损失以“-”号填列）   

补贴收入   

营业外收入 10.00  

减：营业外支出   

四、利润总额（亏损总额以“-”号填列） -5,118,441.16 -5,219,053.01

减：所得税   

减：少数股东损益   

加：未确认投资损失(合并报表填列)   

五、净利润（亏损以“-”号填列） -5,118,441.16 -5,219,053.01

2.3 报告期末股东总数及前十名流通股股东持股表(未完成股权分置改革) 

                                                                           单位：股 

报告期末股东总数（户）  18,299

前十名流通股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全称) 期末持有流通股的数量 种类 

顾鹤富 658,100 人民币普通股 

项定豪 468,400 人民币普通股 

赵杰 396,460 人民币普通股 

董建生 360,000 人民币普通股 

侯瑞华 330,054 人民币普通股 

殷玉环 330,000 人民币普通股 

单福中 320,000 人民币普通股 

叶增平 316,300 人民币普通股 

李兴明 309,100 人民币普通股 

刘晓娟 304,300 人民币普通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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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3.1 公司报告期内经营活动总体状况的简要分析 

（一）报告期内总体经营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所属的行业及经营范围与前一报告期相比未发生变化。本季度，公

司根据 2006 年度工作计划和经营目标，结合经营和财务实际情况，主要做好以下几方面

的工作： 

一是继续做好汽车车身零部件生产与销售及其他汽车整车生产配套服务工作；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汽车车身零部件销售主营业务收入 1096.46 万元，比去年同期

增长了 2190.50％，增长的主要原因是报告期内汽车市场回暖，沈阳中顺汽车有限公司

整车产销量提升，带动公司汽车车身零部件产销量比去年同期有所提高。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主营业务利润 178.40 万元，其他业务利润 70.87 万元，净利润-

511.85 万元，公司报告期内亏损的主要原因是公司业务单一，收入较少，且因财务负担

重，期间费用支出大等原因所致。 

二是加大公司债务重组工作的力度并提高推进速度； 

截止 2005 年年末，公司的净资产已经为负值，资产负债率为 107.85％，累计亏损

额度达到近 5.55 亿元，针对公司目前资产质量低，债务负担重的情况，报告期内，公司

所进行的主要工作是加大债务处理的力度，并积极推进相关工作的进度； 

三是积极探讨公司股权分置改革思路，为实施股改做好基础工作； 

鉴于公司目前的经营状况，进行股权分置改革难度很大，在报告期内公司积极与非

流通股股东进行交流和沟通，探讨公司股改的思路与途径，积极做好实施股权分置改革

的前期准备工作。 

（二）关于公司 2005 年度非标审计意见涉及事项的解决情况 

公司 2005 年度财务报告经大信会计师事务有限公司审计后出具了保留意见的审计报

告，保留意见涉及的公司财务问题是公司多年来累计形成的，报告期内公司正逐步采取

相关措施予以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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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1 占主营收入或主营业务利润总额 10%以上的主营行业或产品情况 

√适用□不适用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审计类型:未经审计 

 主营业务收入 主营业务成本 毛利率(%) 

分行业  

汽车车身零部件行业 10,964,602.11 9,154,049.71 16.51

分产品  

汽车车身零部件 10,964,602.11 9,154,049.71 16.51

其中:关联交易 10,964,602.11 9,154,049.71 16.51

关联交易的定价原则 以市场价格为基础，以协议的方式约定。 

3.1.2 公司经营的季节性或周期性特征 

□适用√不适用  

3.1.3 报告期利润构成情况（主营业务利润、其他业务利润、期间费用、投资收

益、补贴收入与营业外收支净额在利润总额中所占比例与前一报告期相比的重大变动及

原因的说明） 

□适用√不适用  

3.1.4 主营业务及其结构与前一报告期相比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及原因说明 

□适用√不适用  

3.1.5 主营业务盈利能力（毛利率）与前一报告期相比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及其原因说明 

□适用√不适用  

3.2 重大事项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适用√不适用  

3.3 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合并范围变化以及重大会计差错的情况及原因说明 

□适用√不适用  

3.4 经审计且被出具"非标意见"情况下董事会和监事会出具的相关说明 

□适用√不适用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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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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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幅度变动的警示及原因说明 

√适用□不适用 

根据公司目前的总体经营情况和财务状况，公司董事会预计公司 2006 年半年度经营

业绩可能出现亏损，预计亏损的具体情况与去年同期比不会发生重大差异，具体的亏损

情况将在公司2006年半年度报告中详细披露。 

公司董事会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3.6 公司对已披露的年度经营计划或预算的滚动调整情况 

□适用√不适用  

3.7 公司原非流通股东在股权分置改革过程中做出的特殊承诺及其履行情况 

□适用√不适用  

 

 

 

 

 

 

 

 

松辽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刘兴堂 

2006 年 4 月 2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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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附录 

资产负债表 

2006 年 3 月 31 日 

编制单位: 松辽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单位: 元 币种:人民币 审计类型:未经审计  

项目 期末数 期初数 

流动资产：   

货币资金 725,971.06 709,909.69

短期投资   

应收票据   

应收股利   

应收利息   

应收账款 8,860,084.13 15,848,434.15

其他应收款 101,264,215.63 101,995,196.25

预付账款 11,630,762.76 484,243.69

应收补贴款   

存货 4,134,610.76 3,311,920.38

待摊费用   

一年内到期的长期债权投资   

其他流动资产   

流动资产合计 126,615,644.34 122,349,704.16

长期投资：   

长期股权投资 43,928,255.58 43,928,255.58

长期债权投资   

长期投资合计 43,928,255.58 43,928,255.58

其中：合并价差   

其中：股权投资差额   

固定资产：   

固定资产原价 191,287,642.41 191,283,197.97

减：累计折旧 55,364,841.35 52,901,757.41

固定资产净值 135,922,801.06 138,381,440.56

减：固定资产减值准备 10,966,901.71 10,966,901.71

固定资产净额 124,955,899.35 127,414,538.85

工程物资   

在建工程 25,677,223.70 23,298,723.70

固定资产清理   

固定资产合计 150,633,123.05 150,713,262.55

无形资产及其他资产：   

无形资产 78,324,815.20 78,830,845.39

长期待摊费用 4,041,666.59 4,166,666.60

其他长期资产   

无形资产及其他资产合计 82,366,481.79 82,997,511.99

递延税项：   

递延税款借项   

资产总计 403,543,504.76 399,988,734.28

公司法定代表人:刘兴堂     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 康道远       会计机构负责人: 康道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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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产负债表（续） 

2006 年 3 月 31 日 

编制单位: 松辽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单位: 元 币种:人民币 审计类型:未经审计 

流动负债：   

短期借款 122,360,000.00 122,360,000.00

应付票据   

应付账款 52,496,155.83 52,283,725.70

预收账款 5,689,454.53 5,689,454.53

应付工资   

应付福利费 647,705.21 618,327.21

应付股利   

应交税金 28,058,631.16 28,348,230.67

其他应交款 841,767.22 849,569.30

其他应付款 24,336,990.51 22,313,854.08

预提费用 61,869,329.20 57,114,263.82

预计负债 25,000,000.00 25,000,000.00

一年内到期的长期负债 76,200,000.00 76,200,000.00

其他流动负债   

流动负债合计 397,500,033.66 390,777,425.31

长期负债：   

长期借款 39,516,920.00 39,516,920.00

应付债券   

长期应付款   

专项应付款   

其他长期负债   

长期负债合计 39,516,920.00 39,516,920.00

递延税项：   

递延税款贷项   

负债合计 437,016,953.66 430,294,345.31

少数股东权益   

所有者权益（或股东权益）：   

实收资本（或股本） 224,256,000.00 224,256,000.00

减：已归还投资   

实收资本（或股本）净额 224,256,000.00 224,256,000.00

资本公积 292,930,998.31 290,980,395.02

盈余公积 9,337,473.56 9,337,473.56

其中：法定公益金 4,942,079.34 4,942,079.34

未分配利润 -559,997,920.77 -554,879,479.61

拟分配现金股利   

外币报表折算差额   

减：未确认投资损失   

所有者权益（或股东权益）合计 -33,473,448.90 -30,305,611.03

负债和所有者权益（或股东权益）总计 403,543,504.76 399,988,734.28

公司法定代表人:刘兴堂     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 康道远       会计机构负责人: 康道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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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润表 

2006 年 1-3 月 

编制单位: 松辽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单位: 元  币种:人民币  审计类型:未经审计  

项目 本期数 上年同期数 

一、主营业务收入 10,964,602.11 478,744.03

减：主营业务成本 9,154,049.71 422,022.51

主营业务税金及附加 26,529.25 16,292.80

二、主营业务利润（亏损以“-”号填列） 1,784,023.15 40,428.72

加：其他业务利润（亏损以“-”号填列） 708,680.42 763,965.89

减: 营业费用   

管理费用 3,566,944.39 1,979,962.12

财务费用 4,044,210.34 4,043,485.50

三、营业利润（亏损以“-”号填列） -5,118,451.16 -5,219,053.01

加：投资收益（损失以“-”号填列）   

补贴收入   

营业外收入 10.00  

减：营业外支出   

四、利润总额（亏损总额以“-”号填列） -5,118,441.16 -5,219,053.01

减：所得税   

减：少数股东损益   

加：未确认投资损失(合并报表填列)   

五、净利润（亏损以“-”号填列） -5,118,441.16 -5,219,053.01

公司法定代表人:刘兴堂     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 康道远       会计机构负责人: 康道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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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金流量表 

2006 年 1-3 月 

编制单位: 松辽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审计类型:未经审计 

项目 本期数 

一、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销售商品、提供劳务收到的现金 24,437,831.03

收到的税费返还  

收到的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3,223,383.05

现金流入小计 27,661,214.08

购买商品、接受劳务支付的现金 22,579,750.35

支付给职工以及为职工支付的现金 592,263.29

支付的各项税费 1,005,386.24

支付的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1,085,201.65

现金流出小计 25,262,601.53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398,612.55

二、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收回投资所收到的现金  

其中：出售子公司收到的现金  

取得投资收益所收到的现金  

处置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而收回的现金  

收到的其他与投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现金流入小计  

购建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所支付的现金 2,382,944.44

投资所支付的现金  

支付的其他与投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现金流出小计 2,382,944.44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382,944.44

三、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吸收投资所收到的现金  

其中：子公司吸收少数股东权益性投资收到的现金  

借款所收到的现金  

收到的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393.26

现金流入小计 393.26

偿还债务所支付的现金  

分配股利、利润或偿付利息所支付的现金  

其中：支付少数股东的股利  

支付的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其中：子公司依法减资支付给少数股东的现金  

现金流出小计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393.26

四、汇率变动对现金的影响  

五、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 16,061.37

补充材料  

1、将净利润调节为经营活动现金流量：  

净利润 -5,118,441.16

加：少数股东损益(亏损以“-”号填列)  

减：未确认的投资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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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计提的资产减值准备  

固定资产折旧 2,463,083.94

无形资产摊销 506,030.19

长期待摊费用摊销 125,000.01

待摊费用减少（减：增加）  

预提费用增加（减：减少） 5,869.78

处理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的损失(减:收益)  

固定资产报废损失  

财务费用 4,044,210.34

投资损失（减：收益）  

递延税款贷项（减：借项）  

存货的减少（减：增加） -822,690.38

经营性应收项目的减少(减：增加) -3,427,188.43

经营性应付项目的增加(减：减少) 4,622,738.26

其他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398,612.55

2．不涉及现金收支的投资和筹资活动：  

债务转为资本  

一年内到期的可转换公司债券  

融资租入固定资产  

3、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情况：  

现金的期末余额 725,971.06

减：现金的期初余额 709,909.69

加：现金等价物的期末余额  

减：现金等价物的期初余额  

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 16,061.37

公司法定代表人:刘兴堂     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 康道远       会计机构负责人: 康道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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