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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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确性和完整性负个别及连带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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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负责人刘兴堂先生，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康道远先生，会计机构负责人

（会计主管人员）康道远先生声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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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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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
期末增减（％）  

总资产(元)  438,354,577.03 437,373,497.38 0.22 

股东权益(不含少数股东权益)(元)  11,845,239.24 20,667,060.06 -42.69 

每股净资产(元)  0.053 0.092 -42.39 

调整后的每股净资产(元)  -0.070 -0.033 -112.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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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791.70 6,954,382.26 -95.35 

每股收益(元)  -0.022 -0.07 26.67 

净资产收益率(%)  -40.72 -132.42 减少 34.32个百分点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资产收益率(%)  -40.72 -132.43 减少 34.36个百分点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  金额(元)  
扣除资产减值准备后的其他各项营业外收入、支出  1,370.00 

合         计  1,37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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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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合并  母公司  
项目  本期数 

(7-9月) 
上年同期数 

(7-9月)  
本期数 

(7-9月)  
上年同期数 

(7-9月)  

一、主营业务收入    4,419,331.82  238,297.91 

减：主营业务成本    3,706,151.21  198,449.05 

主营业务税金及附加    18,316.87  1,338.45 

二、主营业务利润（亏损以“-”号填列）    694,863.74  38,510.41 

加：其他业务利润（亏损以“-”号填列）    684,602.52  830,218.77 

减: 营业费用     7,554.00 

管理费用    2,158,741.27  2,897,533.33 

财务费用    4,044,653.15  4,043,844.01 

三、营业利润（亏损以“-”号填列）    -4,823,928.16  -6,080,202.16 

加：投资收益（损失以“-”号填列）     -550,222.80 

补贴收入      
营业外收入    870.00   
减：营业外支出     45,896.13 

四、利润总额（亏损总额以“-”号填列）    -4,823,058.16  -6,676,32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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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823,058.16  -6,676,321.09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审计类型:未经审计  

合并  母公司  
项目  本期数 

(1-9月)  
上年同期数 

(1-9月)  
本期数 

(1-9月)  
上年同期数 

(1-9月)  

一、主营业务收入    5,533,602.34  7,088,614.62 

减：主营业务成本    4,672,364.60  5,907,456.04 

主营业务税金及附加    60,226.78  47,064.11 

二、主营业务利润（亏损以“-”号填列）   801,010.96  1,134,094.47 

加：其他业务利润（亏损以“-”号填列）   2,192,252.42  2,427,339.29 

减: 营业费用     28,263.00 

管理费用    6,548,168.37  8,318,288.01 

财务费用    12,131,752.33  12,131,568.59 

三、营业利润（亏损以“-”号填列）    -15,686,657.32  -16,916,685.84 

加：投资收益（损失以“-”号填列）     -1,650,668.40 

补贴收入      
营业外收入    1,370.00  120,000.00 

减：营业外支出     56,899.61 

四、利润总额（亏损总额以“-”号填列）   -15,685,287.32  -18,504,253.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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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685,287.32  -18,504,253.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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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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 G股公司） 

单位：股  

报告期末股东总数（户）  19,7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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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臧鸿芹  1,029,049 A股 

郎松辉  704,100 A股 

裘鸣笙  697,699 A股 

上海鹏远商贸服务有限公司  666,170 A股 

陈滢  411,132 A股 

蒋国华  400,000 A股 

陈华达  400,000 A股 

项定豪  385,000 A股 

马卫东  342,903 A股 

邵永斌  320,900 A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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期内，公司的经营活动仍然围绕为沈阳中顺汽车有限公司（简称沈阳中顺）提

供汽车车身零部件、汽车整车生产配套服务及出租部分资产等方面展开，主营业务所属

的行业和经营范围与前期相比未发生变化，公司在报告期内的经营活动简要情况如下： 

    2005年 6月 30日，公司与沈阳中顺签署为期一年的《汽车车身零部件配套服务合

同》、《资产租赁合同》的期限已满，2005年 9月 28日，公司与沈阳中顺续签了上述

两个合同，续签的期限为半年，即 2005年 7月 1日至 2005年 12月 31日。在合同续签

时，公司与沈阳中顺根据实际情况对合同的部分条款进行了适当调整。其中：《汽车车

身零部件配套服务合同》调整的条款是公司为其提供的单台车零部件的价格，由原来的

单台份 1.27万元调整为 1.66万元，调整的原因是公司提供的单台车车身零部件数量比

以往增加及原材料采购成本发生变化；《资产租赁合同》调整的条款是租赁资产的总

额，租赁资产的总额由原来的 10771万元调整为 10426万元，出租资产的数额占公司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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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总额的 24％（按照资产出租基准日 2005年 6月 30日计算），出租资产总额调整的原

因是公司针对沈阳中顺生产经营需要，对出租资产的结构进行了适当的调整，出租资产

租金的确认则仍延续原合同确定的定价原则。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主营业务收入为 442万元，其他业务收入 249万元，净利润为-

482万元。截止 2005年 9月 30日，公司的总资产为 43835万元，净资产为 1185万元，

净利润为-1569万元。公司报告期内和 2005年 1-9月份经营业绩亏损的主要是公司主营

业务单一、主营业务收入较少，而公司的债务包袱沉重，期间的管理费用和财务费用支

出较大等因素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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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363,690.43 3,656,469.94 16.21 
汽车整车生产配套服务  55,641.39 49,681.27 10.71 

分产品   

汽车零部件  4,363,690.43 3,656,469.94 16.21 
汽车整车生产配套服务  55,641.39 49,681.27 10.71 
其中:关联交易  4,419,331.82 3,706,151.21 16.14 
关联交易的定价原则      按照市场价格，签订协议约定关联交易价格和结算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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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松辽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2005年第三季度报告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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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幅度变动的警示及原因说明 

√适用□不适用 

    根据公司目前的生产经营情况和财务状况，公司预计 2005年全年经营业绩将出现亏

损，具体的亏损情况将在公司 2005 年年度报告中进行详细披露。如果公司 2005 年度净

利润为负值，公司股票交易将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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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 股

公司） 

□适用√不适用 

 

 

 

公司名称: 松辽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刘兴堂  

日期: 2005年 10月 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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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附录 

资产负债表  
编制单位:松辽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2005年 9月 30日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审计类型:未经审计  

合并  母公司  
项目  

期末数  期初数  期末数  期初数  

流动资产：      

货币资金    719,233.41  714,917.50 

短期投资      
应收票据      
应收股利      
应收利息      
应收账款    12,669,093.87  7,272,003.82 

其他应收款    131,462,609.35  130,078,696.89 

预付账款    1,000,000.00  1,000,000.00 

应收补贴款      
存货    1,272,847.41  1,502,929.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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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7,123,784.04  140,568,548.11 

长期投资：      

长期股权投资    51,757,138.08  51,757,138.08 

长期债权投资      
长期投资合计    51,757,138.08  51,757,138.08 

其中：合并价差      
其中：股权投资差额      
固定资产：      

固定资产原价    180,437,652.17  180,355,107.17 

减：累计折旧    51,590,910.76  44,743,064.88 

固定资产净值    128,846,741.41  135,612,042.29 

减：固定资产减值准备    11,932,931.10  11,932,931.10 

固定资产净额    116,913,810.31  123,679,111.19 

工程物资      
在建工程    38,931,302.41  35,847,067.21 

固定资产清理      
固定资产合计    155,845,112.72  159,526,178.40 

无形资产及其他资产：      

无形资产    79,336,875.58  80,854,966.15 

长期待摊费用    4,291,666.61  4,666,666.64 

其他长期资产      
无形资产及其他资产合计    83,628,542.19  85,521,632.79 

递延税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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递延税款借项      
资产总计    438,354,577.03  437,373,497.38 

流动负债：      

短期借款    122,360,000.00  122,360,000.00 

应付票据      
应付账款    51,990,296.26  51,973,758.45 

预收账款    5,603,578.53  5,572,837.53 

应付工资      
应付福利费    546,646.98  367,491.24 

应付股利      
应交税金    28,228,497.48  28,240,191.99 

其他应交款    846,136.17  846,558.34 

其他应付款    28,664,481.16  26,970,301.24 

预提费用    52,552,781.21  44,658,378.53 

预计负债    20,000,000.00  20,00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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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86,992,417.79  377,189,517.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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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6,509,337.79  416,706,437.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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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9,134,199.89  282,270,733.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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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10,882,434.21  -495,197,146.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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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845,239.24  20,667,060.06 

负债和所有者权益（或股东权

益）总计  
  438,354,577.03  437,373,497.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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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制单位:松辽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2005年 7-9月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审计类型:未经审计 

合并  母公司  
项目  本期数 

(7-9月)  
上年同期数 

(7-9月)  
本期数 

(7-9月)  
上年同期数 

(7-9月)  
一、主营业务收入    4,419,331.82  238,297.91 

减：主营业务成本    3,706,151.21  198,449.05 

主营业务税金及附加    18,316.87  1,338.45 

二、主营业务利润（亏损以“-”号填列）    694,863.74  38,510.41 

加：其他业务利润（亏损以“-”号填列）    684,602.52  830,218.77 

减: 营业费用     7,554.00 

管理费用    2,158,741.27  2,897,533.33 

财务费用    4,044,653.15  4,043,844.01 

三、营业利润（亏损以“-”号填列）    -4,823,928.16  -6,080,202.16 

加：投资收益（损失以“-”号填列）     -550,222.80 

补贴收入      
营业外收入    870.00   
减：营业外支出     45,896.13 

四、利润总额（亏损总额以“-”号填列）    -4,823,058.16  -6,676,32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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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823,058.16  -6,676,321.09 

 

编制单位:松辽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2005年 1-9月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审计类型:未经审计  

合并  母公司  
项目  本期数 

(1-9月) 
上年同期数 

(1-9月)  
本期数 

(1-9月)  
上年同期数 

(1-9月)  
一、主营业务收入    5,533,602.34  7,088,614.62 

减：主营业务成本    4,672,364.60  5,907,456.04 

主营业务税金及附加    60,226.78  47,064.11 

二、主营业务利润（亏损以“-”号填列）   801,010.96  1,134,094.47 

加：其他业务利润（亏损以“-”号填列）   2,192,252.42  2,427,339.29 

减: 营业费用     28,263.00 

管理费用    6,548,168.37  8,318,288.01 

财务费用    12,131,752.33  12,131,568.59 

三、营业利润（亏损以“-”号填列）    -15,686,657.32  -16,916,685.84 

加：投资收益（损失以“-”号填列）     -1,650,668.40 

补贴收入      
营业外收入    1,370.00  120,000.00 

减：营业外支出     56,899.61 

四、利润总额（亏损总额以“-”号填列）   -15,685,287.32  -18,504,253.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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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685,287.32  -18,504,253.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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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制单位:松辽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2005年 1-9月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审计类型:未经审计 

项目  合并数  母公司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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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574,166.87 

收到的税费返还    

收到的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2,378,652.05 

现金流入小计   15,952,818.92 

购买商品、接受劳务支付的现金   3,308,160.75 

支付给职工以及为职工支付的现金   1,480,028.71 

支付的各项税费   2,361,719.62 

支付的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1,848,527.58 

现金流出小计   8,998,436.66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6,954,382.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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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0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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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00,000.00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60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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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金流入小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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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347,470.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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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95.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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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350,066.35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6,350,066.35 

四、汇率变动对现金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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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   4,315.91 

补充材料    

1、将净利润调节为经营活动现金流量：    

净利润   -15,685,287.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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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847,845.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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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690.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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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131,752.33 

投资损失（减：收益）    

递延税款贷项（减：借项）    

存货的减少（减：增加）   230,082.49 

经营性应收项目的减少(减：增加)   -5,571,915.29 

经营性应付项目的增加(减：减少)   491,538.35 

其他   6,624,966.07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6,954,382.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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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19,233.41 

减：现金的期初余额   714,917.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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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315.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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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