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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0622                   证券简称：S*ST恒立                   公告编号：2006-32 

岳阳恒立冷气设备股份有限公司2006年第三季度季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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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

个别及连带责任。 

1.2  没有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对季度报告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无

法保证或存在异议。 

1.3  董事未出席名单 

未出席董事姓

名 
未出席会议原因 受托人姓名 

贾双彬 出差 刘丹 

1.4  本报告期财务报告未经审计 

1.5  公司负责人殷明坤、会计机构负责人涂旭红声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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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基本信息 

股票简称 S*ST恒立 变更前简称（如有）S*ST恒立 

股票代码 000622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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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 余凤亭 李滔 

联系地址 湖南省岳阳市青年中路 湖南省岳阳市青年中路 

电话 0730-8245198 0730-8245282 

传真 0730-8221311 0730-8221311 

电子信箱 yuelitao@21cn.com yueyuan421@163.com 

2.2  财务资料 

2.2.1  主要会计数据及财务指标 

单位：（人民币）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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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81,467,468.45 402,612,628.17 -5.25%

股东权益（不含少数

股东权益） 
-217,557,531.92 -160,404,053.21 -35.63%

每股净资产 -1.53 -1.13 -35.39%

调整后的每股净资产 -2.22 -1.25 -77.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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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92,987.68 -10,900,033.91 -186.89%

每股收益 -0.07 -0.41 -10.81%

每股收益（注） -0.07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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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处置固定资产产生的损

益 
104,632.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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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284.65

合计 119,917.47

2.2.2  财务报表 

2.2.2.1 资产负债表 

资产负债表 

                              2006年 9月 30日                   企会 01表 

编制单位：岳阳恒立冷气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单位：人民币元 

年初数 期 末 数 
资    产 

 母公司  合并数 母公司 合并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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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动资产：  

  货币资金 
  

347,760.19  
  

22,158,922.56  
  

238,265.39  
  

9,277,660.25  

  短期投资  

  应收票据 
  

1,310,230.00  
  

3,010,230.00  
  

50,000.00  
  

1,630,000.00  

  应收股利 
  

241,923.60  
  

241,923.60  

  应收利息  

  应收帐款 
  

38,520,441.01  
  

49,387,122.39  
  

28,620,756.58  
  

74,447,035.88  

  其他应收款 
  

105,496,421.25 
  

105,022,702.91 
  

89,319,945.26  
  

88,702,964.93  

  预付帐款 
  

16,419,524.14  
  

19,584,638.61  
  

16,756,315.74  
  

17,655,567.16  

  应收补贴款  

  存货 
  

20,221,071.19  
  

41,555,461.55  
  

16,850,483.95  
  

39,324,868.21  

  待摊费用 
  

6,602.70  
  

6,602.70  
  

160,238.75  
  

160,238.75  
  一年内到期的长期
债权投资  

  其他流动资产  

流动资产合计 
  

182,563,974.08 
  

240,725,680.72 
  

152,237,929.27 
  

231,198,335.18 

长期投资：  

  长期股权投资 
  

41,508,715.53  
  

973,099.87  
  

36,643,421.88  
  

964,853.71  

  长期债权投资 
  

206,477.60  
  

206,477.60  
  

156,680.28  
  

156,680.28  

  长期投资合计    41,715,193.13      1,179,577.47  
  

36,800,102.16  
  

1,121,533.99  

固定资产：  

  固定资产原价 
  

164,646,334.92 
  

252,343,950.71 
  

163,912,118.62 
  

251,808,369.41 

  减：累计折旧 
  

82,485,724.55  
  

140,162,325.22 
  

88,169,882.01  
  

150,503,918.27 

  固定资产净值 
  

82,160,610.37  
  

112,181,625.49 
  

75,742,236.61  
  

101,304,451.14 
  减：固定资产减值准
备 

  
8,114,026.20  

  
14,645,988.11  

  
8,114,026.20  

  
14,645,988.11  

  固定资产净额    74,046,584.17     97,535,637.38  
  

67,628,210.41  
  

86,658,463.03  

  工程物资  

  在建工程 
  

106,256.35   
  

120,088.55  

  固定资产清理  

固定资产合计    74,046,584.17     97,641,893.73  
  

67,628,210.41  
  

86,778,551.58  

无形资产及其他资产：  

  无形资产 
  

63,065,476.25  
  

63,065,476.25  
  

62,369,047.70  
  

62,369,047.70  

  长期待摊费用  

  其他长期资产  

 无形资产及其他长期
资产合计    63,065,476.25     63,065,476.25  

  
62,369,047.70  

  
62,369,047.70  

递延税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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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递延税款借项       

资  产  总  计   361,391,227.63    402,612,628.17  
  

319,035,289.54 
  

381,467,468.45 
法定代表人：殷明坤   主管会计机构负责人：涂旭红   会计机构负责人：涂旭红 
 

资产负债表 

                              2006年 9月 30日                   企会 01表 

编制单位：岳阳恒立冷气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单位：人民币元 

年初数 期 末 数 
负债及股东权益 

母公司 合并数 母公司 合并数 

流动负债：         

  短期借款 
  

278,355,750.00 
  

289,755,750.00 
  

278,306,741.87 
  

289,892,101.00 

  应付票据 
  

11,756,800.00   
  

-270,000.00  

  应付帐款 
  

46,453,091.43  
  

68,796,396.38  
  

41,876,345.35  
  

62,279,382.89  

  预收帐款 
  

16,697,267.05  
  

13,635,634.26  
  

16,275,974.14  
  

17,240,136.80  

  应付工资 
  

1,225,703.90  
  

3,548,798.24  
  

884,869.95  
  

3,239,358.69  

  应付福利费 
  

3,275,212.34  
  

3,430,655.70  
  

3,383,531.42  
  

3,634,424.52  

  应付股利 
  

396,695.30  
  

744,669.48  
  

396,695.30  
  

744,669.48  

  应交税金 
  

7,534,655.33  
  

9,404,790.65  
  

7,848,337.66  
  

9,805,158.56  

  其他应交款 
  

202,667.79  
  

232,147.81  
  

203,699.58  
  

239,677.36  

  其他应付款 
  

75,014,538.78  
  

47,160,809.27  
  

79,014,160.33  
  

81,996,593.59  

  预提费用 
  

29,797,415.60  
  

29,797,415.60  
  

46,807,415.60  
  

47,003,029.60  

  预计负债 
  

64,882,199.57  
  

64,882,199.57  
  

64,882,199.57  
  

64,882,199.57  
  一年内到期的长期
负债  

  其他流动负债  

          流  动  
负  债  合  计 

  
523,835,197.09 

  
543,146,066.96 

  
539,879,970.77 

  
580,686,732.06 

长期负债：  

  长期借款  

  应付债券  

  长期应付款 
  

2,406,000.00   
  

2,695,000.00  

  专项应付款  

  其他长期负债  

          长  期  
负  债  合  计 

  
2,406,000.00   

  
2,695,000.00  

递延税项：  

  递延税款贷项  

          负    债   
合    计 

  
523,835,197.09 

  
545,552,066.96 

  
539,879,970.77 

  
583,381,732.06 

少数股东权益 
  

17,464,614.42   
  

15,643,268.31  

股东权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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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  本 
  

141,742,000.00 
  

141,742,000.00 
  

141,742,000.00 
  

141,742,000.00 

  减：已归还投资  

  股本净额 
  

141,742,000.00 
  

141,742,000.00 
  

141,742,000.00 
  

141,742,000.00 

  资本公积 
  

64,674,257.88  
  

64,674,257.88  
  

65,273,857.88  
  

65,273,857.88  

  盈余公积 
  

2,582,018.00  
  

7,183,741.43              2,582,018.00  
  

7,183,741.43  

    其中：法定公益金 
  

1,415,157.77  
  

2,949,065.58  
  

1,415,157.77  
  

2,949,065.58  

  未分配利润 
  

-371,442,245.34 
  

-374,004,052.52            -430,442,557.11  
  

-431,757,131.23 

股东权益合计 
  

-162,443,969.46 
  

-160,404,053.21            -220,844,681.23  
  

-217,557,531.92 

负债和股东权益合计 
  

361,391,227.63 
  

402,612,628.17 
  

319,035,289.54 
  

381,467,468.45 
法定代表人：殷明坤   主管会计机构负责人：涂旭红   会计机构负责人：涂旭红 
 

2.2.2.2  本报告期利润及利润分配表 

编制单位：岳阳恒立冷气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2006年7—9月           单位：（人民币）元 

本期 上年同期 
项目 

合并 母公司 合并 母公司 

一、主营业务收入 18,867,242.94 1,515,797.17 36,008,332.23 14,608,114.83

  减：主营业务成本 17,556,652.45 3,126,223.39 33,355,482.28 16,755,245.17

      主营业务税金

及附加 
15,244.62 7,127.58 123,201.70 94,871.94

二、主营业务利润（亏

损以“-”号填列） 
1,295,345.87 -1,617,553.80 2,529,648.25 -2,242,002.28

  加：其他业务利润

（亏损以“-”号填列）
-1,173,167.08 -935,620.59 -656,284.37 -854,539.15

  减：营业费用 1,702,356.29 728,583.36 3,606,443.58 1,984,357.97

      管理费用 2,868,798.47 481,580.49 11,267,201.76 9,716,643.97

      财务费用 5,841,311.63 5,672,374.03 3,932,758.49 3,942,882.95

三、营业利润（亏损

以“-”号填列） 
-10,290,287.60 -9,435,712.27 -16,933,039.95 -18,740,426.32

  加：投资收益（亏

损以“-”号填列） 
-2,748.72 -764,969.00 -2,748.72 893,981.62

      补贴收入 30,000.00 30,000.00 90,000.00

      营业外收入 91,436.75 91,436.75 1,000,500.00 1,000,500.00

  减：营业外支出 20,653.40 15,904.59 -856,461.46 42,538.54

加：以前年度损益调

整 
35,011.98 69,421.68 0.00 0.00

四、利润总额（亏损

以“-”号填列） 
-10,157,240.99 -10,025,727.43 -14,988,827.21 -16,888,483.24

  减：所得税 70,402.65 1,081,365.85

      少数股东损益 -198,575.62 818,290.15

  加：未确认的投资

损失本期发生额 

五、净利润（亏损以

“-”号填列） 
-10,029,068.02 -10,025,727.43 -16,888,483.21 -16,888,483.24

  加：年初未分配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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润 

      其他转入 

六、可供分配的利润 -10,029,068.02 -10,025,727.43 -16,888,483.21 -16,888,483.24

  减：提取法定盈余

公积 

      提取法定公益

金 

      提取职工奖励

及福利基金 

      提取储备基金 

      提取企业发展

基金 

      利润归还投资 

七、可供投资者分配

的利润 
-10,029,068.02 -10,025,727.43 -16,888,483.21 -16,888,483.24

  减：应付优先股股

利 

      提取任意盈余

公积 

      应付普通股股

利 

      转作资本（或

股本）的普通股股利 

八、未分配利润 -10,029,068.02 -10,025,727.43 -16,888,483.21 -16,888,483.24

利润表（补充资料） 

  1．出售、处置部门

或被投资单位所得收

益 

  2．自然灾害发生的

损失 

  3．会计政策变更增

加（或减少）利润总

额 

  4．会计估计变更增

加（或减少）利润总

额 

  5．债务重组损失 

  6．其他 

法定代表人：殷明坤   主管会计机构负责人：涂旭红   会计机构负责人：涂旭红 

2.2.2.3  年初到报告期末利润及利润分配表 

编制单位：岳阳恒立冷气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2006年1—9月           单位：（人民币）元 

年初到报告期末 上年同期 
项目 

合并 母公司 合并 母公司 

一、主营业务收入 56,635,049.76 8,314,070.72 84,586,527.47 30,847,801.57

  减：主营业务成本 55,556,666.38 16,702,777.43 76,818,891.16 34,783,644.91

      主营业务税金

及附加 
59,013.00 13,753.88 279,532.74 190,974.30

二、主营业务利润（亏 1,019,370.38 -8,402,460.59 7,488,103.57 -4,126,817.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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损以“-”号填列） 

  加：其他业务利润

（亏损以“-”号填列）
-758,399.18 -659,445.09 28,952.21 -844,827.96

  减：营业费用 5,511,318.95 2,528,181.42 8,947,102.22 5,288,565.84

      管理费用 35,428,923.08 27,028,923.64 39,158,901.17 33,179,897.63

      财务费用 17,672,993.50 17,197,225.37 12,403,800.98 12,047,493.94

三、营业利润（亏损

以“-”号填列） 
-58,352,264.33 -55,816,236.11 -52,992,748.59 -55,487,603.01

  加：投资收益（亏

损以“-”号填列） 
-8,246.16 -3,461,749.26 -8,246.16 1,296,862.17

      补贴收入 30,000.00 30,000.00 295,000.00

      营业外收入 203,969.57 203,609.57 1,765,245.00 1,761,385.00

  减：营业外支出 30,788.24 25,357.65 -837,354.99 45,105.00

加：以前年度损益调

整 
35,011.98 69,421.68 0.00 0.00

四、利润总额（亏损

以“-”号填列） 
-58,122,317.18 -59,000,311.77 -50,103,394.76 -52,474,460.84

  减：所得税 516,411.36 1,347,571.11

      少数股东损益 -885,649.83 1,030,349.70

  加：未确认的投资

损失本期发生额 

五、净利润（亏损以

“-”号填列） 
-57,753,078.71 -59,000,311.77 -52,481,315.57 -52,474,460.84

  加：年初未分配利

润 
-374,004,052.52 -371,442,245.34 -215,275,556.12 -213,415,790.87

      其他转入 

六、可供分配的利润 -431,757,131.23 -430,442,557.11 -267,756,871.69 -265,890,251.71

  减：提取法定盈余

公积 

      提取法定公益

金 

      提取职工奖励

及福利基金 

      提取储备基金 

      提取企业发展

基金 

      利润归还投资 

七、可供投资者分配

的利润 
-431,757,131.23 -430,442,557.11 -267,756,871.69 -265,890,251.71

  减：应付优先股股

利 

      提取任意盈余

公积 

      应付普通股股

利 

      转作资本（或

股本）的普通股股利 

八、未分配利润 -431,757,131.23 -430,442,557.11 -267,756,871.69 -265,890,251.71

利润表（补充资料） 

  1．出售、处置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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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被投资单位所得收

益 

  2．自然灾害发生的

损失 

  3．会计政策变更增

加（或减少）利润总

额 

  4．会计估计变更增

加（或减少）利润总

额 

  5．债务重组损失 

  6．其他 

法定代表人：殷明坤   主管会计机构负责人：涂旭红   会计机构负责人：涂旭红 

2.2.2.4 现金流量表 

现金流量表 
2006年 1-9月 

编制单位：岳阳恒立冷气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单位：人民币元 
项          目  母公司   合并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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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086,422.01  
  

75,306,479.56  
收到的税费返还 
收到的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1,332,169.55  
  

2,962,006.60  
       现金流入小计   

20,418,591.56  
  

78,268,486.16  
购买商品、接受劳务支付的现金   

11,283,402.39  
  

66,865,183.09  
支付给职工以及为职工支付的现金   

4,971,263.40  
  

10,225,770.59  
支付的各种税费   

372,549.60  
  

2,477,049.75  
支付的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3,841,251.40  
  

9,600,516.64  
       现金流出小计   

20,468,466.79  
  

89,168,520.07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49,875.23  
  

-10,900,033.91 
二、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收回投资所收到的现金   

49,797.32  
  

49,797.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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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金净额 
  

186,200.00  
  

186,300.00  
收到的期他与投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现金流入小计   
235,997.32  

  
236,097.32  

购建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所支付的

现金 
  

59,494.51  
  

374,169.51  
投资所支付的现金 
支付的其他与投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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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金流出小计   
59,494.51  

  
374,169.51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76,502.81  

  
-138,072.19  

三、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吸收投资所收到的现金 
借款所收到的现金   

10,000,000.00  
收到的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555.53  
  

555.53  
现金流入小计   

555.53  
  

10,000,555.53  
偿还债务所支付的现金   

49,008.13  
  

10,149,008.13  
分配股利、利润或偿还利息所支付的现金   

149,362.82  
  

1,654,395.08  
支付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38,306.96  
  

40,308.53  
现金流出小计   

236,677.91  
  

11,843,711.74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36,122.38  
  

-1,843,156.21  
四、汇率变动对现金的影响 
五、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   

-109,494.80  
  

-12,881,262.31 
法定代表人：殷明坤   主管会计机构负责人：涂旭红   会计机构负责人：涂旭红 
1、将净利润调节为经营活动的现金流量 

    
净利润   

-59,000,311.77 
  

-57,753,078.71 
加：少数股东权益   

-885,649.83  
    计提的资产减值准备   

18,815,261.85  
  

18,868,449.57  
    固定资产折旧   

6,397,651.09  
  

8,153,394.07  
    无形资产摊销   

696,428.55  
  

696,428.55  
    长期待摊费用摊销 
    待摊费用减少（减：增加）   

-153,636.05  
  

-153,636.05  
    预提费用增加（减：减少）   

17,010,000.00  
  

17,205,614.00  
处置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的损失

（减：收益） 
  

-104,632.82  
  

-104,732.82  
固定资产报废损失 
    财务费用   

187,114.25  
  

672,426.80  
    投资损失（减：收益）   

3,461,749.26  
  

3,461,749.26  
    递延税款贷项（减：借项） 
    存货的减少（减：增加）   

1,520,481.03  
  

380,487.13  
    经营性应收项目的减少（减：增加）   

7,452,781.70  
  

5,839,409.79  
    经营性应付项目的增加（减：减少）   

3,053,537.68  
  

-7,894,595.67  
    其他   

613,700.00  
  

613,700.00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49,875.23  
  

-10,900,033.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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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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8,265.39  
  

9,204,376.65  
减：现金的期初余额   

347,760.19  
  

22,085,638.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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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9,494.80  
  

-12,881,262.31 
法定代表人：殷明坤   主管会计机构负责人：涂旭红   会计机构负责人：涂旭红 

2.3  报告期末股东总数及前十名流通股股东持股表（未股改公司） 

报告期末股东总数 18,5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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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H股或其它） 

胡世杰 779,294A股 

罗文胜 739,000A股 

魏建军 580,000A股 

胡秀英 422,500A股 

林科博 402,700A股 

徐跃武 321,100A股 

黄超 300,000A股 

兰舰 290,000A股 

陈之珏 270,000A股 

陆玲娣 270,000A股 

§3  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3.1  司报告期内经营活动总体状况的简要分析 

公司主要从事汽车空调设备的制造、销售、安装、维修、加工、销售机械设备、公路运输设备及承接各类

空调设备的性能测试。公司是全国制冷空调协会理事单位，其生产规模和产品研发能力是全国汽车空调行

业中最大、最强的企业。然而，2006年第三季度，由于受到以往年度大股东资金占用的影响，公司流动资

金面临前所未有的压力，正常生产经营受到影响。在本公司董事会及经营层的积极努力下，以“稳定生产

经营，实施整顿重组，化解公司风险”为主要目标，努力克服公司因控股东危机等各方面造成的风险与不

利因素，勉强维持了生产经营的有序运行。报告期内，公司实现销售收入1887万元，同比下降了47.6 %。

造成利润下降的原因主要有：（1）流动资金的严重不足，对公司的生产和销售影响巨大；（2）市场竞争

加巨，市场份额萎缩严重；（3）产品价格的下降；（4）原材料价格的大幅度上涨。 

由于公司连续三年亏损，公司已经被深圳证券交易所实施暂停上市。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规则》

的规定，在暂停上市后的首个会计年度（2006年）如果实现赢利，仍可以申请恢复上市，但公司2006年前

三季度仍然亏损严重，因此，对公司而言，2006最后一个季度可谓是生死攸关的三个月，公司董事会及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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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层仍将尽力维持生产经营的稳定，大力推进资产重组工作，同时加大对大股东剩余资金占用追讨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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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币）万元 

主营业务分行业情况 

 主营业务收入 主营业务成本 主营业务利润率（％） 

汽车制造业 5,547.13 5,448.42 1.78%

其中：关联交易 0.00 0.00 0.00%

主营业务分产品情况 

汽车空调 5,547.13 5,448.42 1.78%

其中：关联交易 0.00 0.00 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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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润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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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经营性资金占用及清欠进展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人民币）万元 

大股东及其附属企业非经营

性占用上市公司资金余额

年初 期末 

前三季度清欠

总额 
清欠方式 清欠金额 清欠时间 

10,664.59 5,347.86 5,316.73其它 5,316.732006年9月 

大股东及其附属企业非经营

性占用上市公司资金及清欠

情况的具体说明 

公司于2006年9月29日发布了清欠进展的详细公告，就清欠情况进行了详细说

明，公司力争年内完成清欠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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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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深圳南方民和会计师事务所为2005年度报告出具了有强调事项的审计报告，报告中注明： 

我们提醒会计报表使用人关注，如会计报表附注五注释15、注释23、注释30、附注七、附注八所示，岳阳

恒立公司累计亏损数额较大，净资产已为负数，银行借款绝大部分已逾期，无法按时支付借款利息，大股

东占用资金数额较大，其持续经营能力存在重大不确定性。本段内容并不影响已发表的审计意见。 

对于审计意见涉及事项公司董事会已在2005年年度报告中作了详细说明。截止2006年9月30日，控股股东及

其关联方已归还非经营性占用资金5316.73万元，仍有5347.86万元未归还。公司认为：报告期内，通过岳

阳市政府、监管部门及公司多方协助努力，公司没有因诉讼事项而遭受损失，生产经营得以持续。2006年

第四季度，公司将继续借助岳阳市政府和各级监管部门的协调，采取一切手段督促大股东进行清欠工作，

将诉讼给公司经营带来的影响降到最低程度。另一方面，公司将继续推进整顿重组，开拓思路，结合股权

分置改革的契机，引进战略投资者，争取可能化解公司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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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度变动的警示及原因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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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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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至今未能进行股改的具体原因 股改时间安排 

报告期内已初步确定股改的保荐机构。由于公司目前

正在被立案稽查，根据《上市公司股权分置改革管理

办法》第十九条规定，经与非流通股沟通，在立案稽

查结束后，将启动股权分置改革方案。以下因素仍将

对公司股改工作造成实质性影响：a、公司2003、2004、

2005连续3年亏损，公司股票已于2006年5月15日起暂

停公司股票上市。如公司2006年仍然亏损，股票将终

止上市；b、非流通股股东存在没有能力支付对价的情

况。 

经与非流通股沟通，在引进战略投资者同时，将启动

股权分置改革方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