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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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第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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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计主管人

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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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 公司基本信息 

股票简称 S*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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24-314899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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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

度期末增减（％）

总资产(元) 401,767,563.95 399,988,734.28 0.44

股东权益（不含少数股东权益）(元) -7,648,502.40 -30,305,611.03 74.76

每股净资产(元) -0.034 -0.135 74.81

调整后的每股净资产(元) -0.179 -0.285 37.19

 报告期(7-9 月) 
年初至报告期期末

(1-9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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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50,289.00 3,875,070.58 664

每股收益(元) 0.024 -0.005 209

净资产收益率(%)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资产收益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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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212.54

合计 97,212.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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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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9 月) 

上年同期数 
(7-9 月) 

一、主营业务收入 37,386,092.00 4,419,331.82

减：主营业务成本 31,192,174.25 3,706,151.21

主营业务税金及附加 249,221.50 18,316.87

二、主营业务利润（亏损以“-”号填列） 5,944,696.25 694,863.74

加：其他业务利润（亏损以“-”号填列） 768,223.27 684,602.52

减: 营业费用   

管理费用 2,657,467.23 2,158,741.27

财务费用 -1,280,903.12 4,044,653.15

三、营业利润（亏损以“-”号填列） 5,336,355.41 -4,823,928.16

加：投资收益（损失以“-”号填列）   

补贴收入   

营业外收入 150.00 870.00

减：营业外支出   

四、利润总额（亏损总额以“-”号填列） 5,336,505.41 -4,823,058.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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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336,505.41 -4,823,058.16

 

单位: 元 币种:人民币 审计类型:未经审计  

项目 
本期数 
(1-9 月) 

上年同期数 
(1-9 月) 

一、主营业务收入 77,685,330.12 5,533,602.34

减：主营业务成本 64,817,597.89 4,672,364.60

主营业务税金及附加 498,269.11 60,226.78

二、主营业务利润（亏损以“-”号填列） 12,369,463.12 801,010.96

加：其他业务利润（亏损以“-”号填列） 2,179,697.08 2,192,252.42

减: 营业费用   

管理费用 8,872,314.65 6,548,168.37

财务费用 6,807,094.77 12,131,752.33

三、营业利润（亏损以“-”号填列） -1,130,249.22 -15,686,657.32

加：投资收益（损失以“-”号填列）   

补贴收入   

营业外收入 97,212.54 1,370.00

减：营业外支出   

四、利润总额（亏损总额以“-”号填列） -1,033,036.68 -15,685,287.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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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33,036.68 -15,685,287.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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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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2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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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树忠 980,000 人民币普通股 

黄建国 818,000 人民币普通股 

周小芳 765,100 人民币普通股 

蒋志芬 670,290 人民币普通股 

黄杏联 617,200 人民币普通股 

邱林浩 603,200 人民币普通股 

盛芬娥 561,900 人民币普通股 

张占红 544,400 人民币普通股 

王亚彬 501,339 人民币普通股 

曹跃兴 5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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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度经营工作计划安排，主要做好以下几方面的工作： 

一是借汽车市场销售形势继续趋暖之机，全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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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升公司主营业务收入；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汽车车身零部件销售主营业务收入 3739 万元，比去年同期增长

了 746％；实现主营业务利润 594 万元，比去年同期增长 756％；其他业务利润 77 万

元，比去年同期增长 12％；净利润 534 万元，本报告期已经实现盈利。 

二是在股东方面的支持和帮助下，全面落实公司债务重组方案，并以此为契机推进

股权分置改革工作； 

债务包袱沉重、历史遗留问题众多是近年来制约公司发展的主要障碍，本次公司在

股东方面的支持和帮助下，全面落实债务处理方案，推进股权分置改革工作，提高公司

资产质量，彻底改变公司的基本面，化解财务危机，力争公司本年度实现经营业绩扭亏

为盈，以规避退市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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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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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度财务会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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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留意见涉及的影响公司持续经营存在重大不确定性的财务事项和历史遗留问

题是公司多年来累计形成，公司正积极采取措施予以处理，报告期内公司推进的债务重

组和其他遗留问题处理工作正是为解决非标审计意见所涉及的事项，力争尽快消除影响

公司持续经营不确定性的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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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汽车零部件行业 37,386,092 31,192,174.25 16.57

分产品  

汽车车身零部件 37,386,092 31,192,174.25 16.57

其中:关联交易 37,386,092 31,192,174.25 16.57

关联交易的定价原则 根据市场价格，以协议方式约定交易价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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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期内，公司的期间费用占利润总额的比例比前一报告期降低 251％，原因是公

司债权人发生变更，新债权人放弃相关债权利息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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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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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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幅度变动的警示及说明 

√适用 □不适用 

报告期内，公司在股东方面大力支持下，债务重组工作取得重大进展，公司大股东

拟借股改之机豁免公司债务，改善公司财务状况，提高公司资产质量；该项工作顺利实

施将大幅度降低本年度的期间费用，并可推动其他相关债务处理工作顺利实施；同时公

司本年度主营业务收入较前期有一定幅度增长；经公司财务部门初步测算，公司 2006 年

度经营业绩将扭亏为盈，具体的业绩情况将在公司 2006 年年度报告中详细披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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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8 截止本次季报公告日，未进入股改程序公司的股改工作时间安排说明 

□适用 √不适用  

截止本次季报公告日，未进入股改程序公司的相关说明 

□ 适用 √不适用  

 

松辽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刘兴堂 

                                            二 OO 六年十月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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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附录 

资产负债表 

2006 年 9 月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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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19,399.45 709,909.69

短期投资   

应收票据   

应收股利   

应收利息   

应收账款 44,744,695.23 15,848,434.15

其他应收款 75,709,688.04 101,995,196.25

预付账款 4,605,794.20 484,243.69

应收补贴款   

存货 4,644,729.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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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0,424,306.03 122,349,704.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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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9,741,037.45 191,283,197.97

减：累计折旧 59,192,721.01 52,901,757.41

固定资产净值 130,548,316.44 138,381,440.56

减：固定资产减值准备 10,050,889.19 10,966,901.71

固定资产净额 120,497,427.25 127,414,538.85

工程物资   

在建工程 25,813,153.70 23,298,723.70

固定资产清理   

固定资产合计 146,310,580.95 150,713,262.55

无形资产及其他资产：   

无形资产 77,312,754.82 78,830,845.39

长期待摊费用 3,791,666.57 4,166,666.60

其他长期资产   

无形资产及其他资产合计 81,104,421.39 82,997,511.99

递延税项：   

递延税款借项   

资产总计 401,767,563.95 399,988,734.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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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动负债：   

短期借款 12,330,000.00 122,360,000.00

应付票据   

应付账款 53,239,124.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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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10,631.31 618,327.21

应付股利   

应交税金 29,572,271.88 28,348,230.67

其他应交款 890,334.21 849,569.30

其他应付款 225,016,287.50 22,313,854.08

预提费用 45,551,042.90 57,114,263.82

预计负债  25,000,000.00

一年内到期的长期负债  76,200,000.00

其他流动负债   

流动负债合计 372,999,146.35 390,777,425.31

长期负债：   

长期借款 36,416,9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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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416,920.00 39,516,920.00

递延税项：   

递延税款贷项   

负债合计 409,416,066.35 430,294,345.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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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4,670,540.33 290,980,395.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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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55,912,516.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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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648,502.40 -30,305,611.03

负债和所有者权益（或股东权益）总计 401,767,563.95 399,988,734.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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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松辽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2006 年第三季度报告 

利润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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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9 月) 

上年同期数 
(7-9 月) 

一、主营业务收入 37,386,092.00 4,419,331.82

减：主营业务成本 31,192,174.25 3,706,151.21

主营业务税金及附加 249,221.50 18,316.87

二、主营业务利润（亏损以“-”号填列） 5,944,696.25 694,863.74

加：其他业务利润（亏损以“-”号填列） 768,223.27 684,602.52

减: 营业费用   
管理费用 2,657,467.23 2,158,741.27

财务费用 -1,280,903.12 4,044,653.15

三、营业利润（亏损以“-”号填列） 5,336,355.41 -4,823,928.16

加：投资收益（损失以“-”号填列）   
补贴收入   
营业外收入 150.00 870.00

减：营业外支出   
四、利润总额（亏损总额以“-”号填列） 5,336,505.41 -4,823,058.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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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336,505.41 -4,823,058.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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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利润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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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 月) 

上年同期数 
(1-9 月) 

一、主营业务收入 77,685,330.12 5,533,602.34

减：主营业务成本 64,817,597.89 4,672,364.60

主营业务税金及附加 498,269.11 60,226.78

二、主营业务利润（亏损以“-”号填列） 12,369,463.12 801,010.96

加：其他业务利润（亏损以“-”号填列） 2,179,697.08 2,192,252.42

减: 营业费用   
管理费用 8,872,314.65 6,548,168.37

财务费用 6,807,094.77 12,131,752.33

三、营业利润（亏损以“-”号填列） -1,130,249.22 -15,686,657.32

加：投资收益（损失以“-”号填列）   
补贴收入   
营业外收入 97,212.54 1,370.00

减：营业外支出   
四、利润总额（亏损总额以“-”号填列） -1,033,036.68 -15,685,287.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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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33,036.68 -15,685,287.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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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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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8,664,007.42

收到的税费返还  

收到的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34,252,516.66

现金流入小计 122,916,524.08

购买商品、接受劳务支付的现金 79,839,561.92

支付给职工以及为职工支付的现金 1,938,153.41

支付的各项税费 4,907,834.75

支付的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32,355,903.42

现金流出小计 119,041,453.50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3,875,070.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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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7,940.00

收到的其他与投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现金流入小计 177,940.00

购建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所支付的现金 2,995,306.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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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95,306.85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817,366.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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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983.68

现金流入小计 3,983.68

偿还债务所支付的现金 1,05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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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97.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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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52,197.65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048,213.97

四、汇率变动对现金的影响  

五、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 9,489.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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补充材料  

1、将净利润调节为经营活动现金流量：  

净利润 -1,033,036.68

加：少数股东损益(亏损以“-”号填列)  

减：未确认的投资损失  

加：计提的资产减值准备  

固定资产折旧 7,406,595.99

无形资产摊销 1,518,090.57

长期待摊费用摊销 375,000.03

待摊费用减少（减：增加）  

预提费用增加（减：减少） 18,506.28

处理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的损失(减:收益) -96,862.54

固定资产报废损失  

财务费用 8,872,314.65

投资损失（减：收益）  

递延税款贷项（减：借项）  

存货的减少（减：增加） -1,332,808.73

经营性应收项目的减少(减：增加) -6,732,303.38

经营性应付项目的增加(减：减少) -5,120,425.61

其他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3,875,070.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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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19,399.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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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489.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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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