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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重要提示 

1.1 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其董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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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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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会计机构负责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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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基本情况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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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91,276,906.59 395,878,811.92 -1.16

股东权益(不含少数股东权益)(元) 202,427,470.27 178,919,838.22 13.14

每股净资产(元) 0.903 0.798 13.16

 年初至报告期期末 比上年同期增减(%)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536,717.17 -77.62

每股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0.002 -81.82

 报告期 年初至报告期期末 
本报告期比上年

同期增减(%) 

净利润(元) 23,507,632.05 23,507,632.05 559.27

基本每股收益(元) 0.105 0.105 556.52

稀释每股收益(元)    

净资产收益率(%) 11.61 11.61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资产收益率(%) 11.62 11.62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 年初至报告期期末金额（元） 

其他非经常性损益项目 -11,113.04

合计 -11,113.04

2.2 报告期末股东总数及前十名无限售条件流通股股东持股表(已完成股权分置改革) 

                                                                           单位：股 

报告期末股东总数（户）  15,442

前十名无限售条件流通股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全称) 
期末持有无限售条件流

通股的数量 
种类 

盛芬娥 1,509,900 人民币普通股 



松辽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2007 年第一季度报告 

 4

张敏华 1,3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周小芳 794,400 人民币普通股 

项伯坚 752,060 人民币普通股 

张树忠 6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王品文 596,350 人民币普通股 

杨小平 586,401 人民币普通股 

王亚彬 501,339 人民币普通股 

王文辉 495,000 人民币普通股 

章文萍 490,000 人民币普通股 

§3 重要事项 

3.1 公司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大幅度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适用□不适用 

1、应付利息本期较上年度末减少 43.01%，主要是本期贷款转出所致。 

2、长期借款本期较上年度末减少 100%，主要是本期贷款转移至沈阳松辽企业（集

团）有限公司所致。 

    3、营业利润较上年同期增加559.49%，主要是本期销售量的增加和冲减坏账准备所致。 

    4、营业外收入较上年同期增加 8200%，主要是本期罚款收入增加所致。 

    5、营业外支出较上年同期增加 100%，主要是本期支付税收滞纳金所致。 

    6、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较上年同期减少 77.62%，主要是原材料采购资金

增加等原因所致。 

    7、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较上年同期增加 70.78%，主要是购建固定资产支

付的现金减少所致。 

    8、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减少 100%，主要是本期未收到与筹资活动有关的

现金所致。 

    公司于 2007 年 1 月 1 日起执行新会计准则，所有会计报表及财务指标均按新会计准

则要求编制。 

3.2 重大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适用□不适用 

报告期内，公司无重大事项进展情况。 

3.3 公司、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承诺事项履行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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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用□不适用 

 股东名称 承诺事项 承诺履行情况 备注 

上海华汇中顺汽车销售有限公司 

自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实施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不通过上海证券交

易所挂牌交易方式出售所持有的松辽汽车原非流通股股份；期满后

二十四个月内，如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方式出售上述股

份，出售价格不低于 4.2 元/股。当公司派发红股、转增股本、增

资扩股、配股、派息等使公司的股本或股东权益发生变化时，上述

出售价格将进行相应的除权除息处理。如有违反承诺的卖出交易，

卖出所得归公司所有。 

认真履行承诺，无违

反承诺事项的情况。
 

上海中润汽车制动器有限公司 

法定承诺：自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实施之日起，在十二个月内不得上

市交易。在前项规定期满后，通过证券交易所挂牌出售原非流通股

股份，出售数量占公司股份总数的比例在十二个月内不超过 5％，

二十四个月内不超过 10％。 

认真履行承诺，无违

反承诺事项的情况。
 

伟业汽车集团有限公司 

法定承诺：自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实施之日起，在十二个月内不得上

市交易。在前项规定期满后，通过证券交易所挂牌出售原非流通股

股份，出售数量占公司股份总数的比例在十二个月内不超过 5％，

二十四个月内不超过 10％。 

认真履行承诺，无违

反承诺事项的情况。
 

沈阳锦川餐饮有限公司 
法定承诺：自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实施之日起，在十二个月内不得上

市交易。 

认真履行承诺，无违

反承诺事项的情况。
 

上海康隆企业发展有限公司 
法定承诺：自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实施之日起，在十二个月内不得上

市交易。 

认真履行承诺，无违

反承诺事项的情况。
 

沈阳市凯达灯饰制造有限公司 
法定承诺：自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实施之日起，在十二个月内不得上

市交易。 

认真履行承诺，无违

反承诺事项的情况。
 

天津市盛通翔经贸有限公司 
法定承诺：自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实施之日起，在十二个月内不得上

市交易。 

认真履行承诺，无违

反承诺事项的情况。
 

上海创兆投资咨询有限公司 
法定承诺：自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实施之日起，在十二个月内不得上

市交易。 

认真履行承诺，无违

反承诺事项的情况。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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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 本次季报资产负债表中的 2007 年期初股东权益与“新旧会计准则股东权益差异

调节表”中的 2007 年期初股东权益存在差异的原因说明： 

□适用√不适用  

 

 

                                          松辽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刘兴堂 

                                             2007 年 4 月 2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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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附录 

 

资产负债表 

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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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期末余额 年初余额 

流动资产：   

货币资金 46,924.71 206,396.54

交易性金融资产   

应收票据   

应收账款 49,170,106.25 60,034,880.48

预付款项 12,139,873.10 4,199,387.10

应收利息   

应收股利   

其他应收款 19,185,075.51 22,426,435.05

存货 8,122,380.74 3,862,143.45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资产   

其他流动资产   

流动资产合计 88,664,360.31 90,729,242.62

非流动资产：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持有至到期投资   

长期应收款   

长期股权投资 43,928,255.58 43,928,255.58

投资性房地产   

固定资产 129,766,313.46 132,368,495.28

在建工程 19,958,223.21 19,262,034.21

工程物资   

固定资产清理   

生产性生物资产   

油气资产   

无形资产 79,842,360.99 76,806,724.63

开发支出   

商誉   

长期待摊费用  3,666,666.56

递延所得税资产 29,117,393.04 29,117,393.04

其他非流动资产   

非流动资产合计 302,612,546.28 305,149,569.30

资产总计 391,276,906.59 395,878,811.92

流动负债：   

短期借款   

交易性金融负债   

应付票据   

应付账款 55,015,743.40 51,400,539.62

预收款项 5,603,578.53 5,689,454.53

应付职工薪酬 2,362,560.46 3,107,593.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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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交税费 28,980,494.91 30,596,194.75

应付利息 24,918,947.83 43,727,737.00

应付股利   

其他应付款 71,968,111.19 66,437,454.47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   

其他流动负债   

流动负债合计 188,849,436.32 200,958,973.70

非流动负债：   

长期借款  16,000,000.00

应付债券   

长期应付款   

专项应付款   

预计负债   

递延所得税负债   

其他非流动负债   

非流动负债合计  16,000,000.00

负债合计 188,849,436.32 216,958,973.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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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资本公积 446,742,657.12 446,742,657.12

减：库存股   

盈余公积 9,337,473.56 9,337,473.56

未分配利润 -477,908,660.41 -501,416,292.46

外币报表折算差额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合计 202,427,470.27 178,919,838.22

少数股东权益   

所有者权益（或股东权益）合计 202,427,470.27 178,919,838.22

负债和所有者权益（或股东权益）合计 391,276,906.59 395,878,811.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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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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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期金额 上期金额 

一、营业收入 21,155,259.44 13,370,837.99

减：营业成本 19,717,979.09 10,851,605.17

营业税金及附加 7,984.07 26,529.25

销售费用   

管理费用 -22,090,920.32 3,566,944.39

财务费用 1,471.51 4,044,210.34

资产减值损失   

加：公允价值变动收益（损失以“－”号填列）   

投资收益（损失以“－”号填列）   

其中：对联营企业和合营企业的投资收益   

二、营业利润（亏损以“－”号填列） 23,518,745.09 -5,118,451.16

加：营业外收入 830.00 10.00

减：营业外支出 11,943.04  

其中：非流动资产处置净损失   

三、利润总额（亏损总额以“－”号填列） 23,507,632.05 -5,118,441.16

减：所得税费用   

四、净利润（净亏损以“－”号填列） 23,507,632.05 -5,118,441.16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23,507,632.05  

少数股东损益   

六、每股收益：   

（一）基本每股收益 0.105 -0.023

（二）稀释每股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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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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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期金额 上期金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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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487,26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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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9,162.09 3,223,383.05

经营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32,726,430.09 27,661,214.08

购买商品、接受劳务支付的现金 28,771,775.92 22,579,750.35

支付给职工以及为职工支付的现金 690,935.92 592,263.29

支付的各项税费 2,268,196.67 1,005,386.24

支付的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458,804.41 1,085,201.65

经营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32,189,712.92 25,262,601.53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536,717.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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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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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回的现金净

额 
  

处置子公司及其他营业单位收到的现金净额   

收到的其他与投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投资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购建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支付的现金 696,189.00 2,382,944.44

投资所支付的现金   

取得子公司及其他营业单位支付的现金净额   

支付其他与投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投资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696,189.00 2,382,944.44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696,189.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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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收到的现金   

取得借款收到的现金   

收到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393.26

筹资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393.26

偿还债务支付的现金   

分配股利、利润或偿付利息支付的现金   

其中：子公司支付给少数股东的股利、利润   

支付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筹资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393.26

四、汇率变动对现金及现金等价物的影响   

五、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 -159,471.83 16,061.37

加：期初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余额 206,396.54 709,909.69

六、期末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余额 46,924.71 725,97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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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