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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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负责人宣守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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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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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8,048,382.02   360,945,676.49  1.97

所有者权益（或股东权益）(元) 178,867,906.72   184,126,213.53  -2.8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元) 0.80 0.82 -2.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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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4,663.54 -101.94

每股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0.0002  -101.94

 报告期 年初至报告期期末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5,258,306.81 -5,258,306.81 -1,119.05

基本每股收益(元) -0.023 -0.023  -1,119.05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基本每股收益(元) 0.023 0.023  -1,119.05

稀释每股收益(元) -0.023 -0.023  -1,119.05

全面摊薄净资产收益率(%) -0.029 -0.029 减少 0.32 个百分点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全面摊薄净资产收益率(%) -0.029 -0.029 减少 0.32 个百分点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 
年初至报告期期末金额 

（元）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21,598.58

合计 21,598.58

2.2 报告期末股东总人数及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股东总数（户） 29,4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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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份种类 

戴纪明 2,5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北京信达永昌投资顾问有限公司 961,255 人民币普通股  
谭福洪 918,904 人民币普通股  
杨山岭 861,706 人民币普通股  
吕亮 785,200 人民币普通股  
项柏坚 757,060 人民币普通股  
朴永松 612,200 人民币普通股  
苏志红 609,100 人民币普通股  
王鹤寿 6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姜长虹 569,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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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资产负债表项目大幅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期末数 期初数 
变动幅度

（％） 
变动原因 

货币资金 11,427.00 56,090.54 -79.63 减少的原因是本期支付货款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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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付账款  1,903,215.95 109,220.35 1642.55 增加的原因是采购货物所致 

应付账款 83,400,160.30    61,532,944.22 35.54 增加的原因是原材料采购增加所致 

（2）公司利润表项目大幅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本报告期数 

（1－3） 

上年同期数 

（1－3） 

变动幅度

（％） 
变动原因 

营业收入 30,416,212.87  20,013,882.99 51．98 增加的原因是产品销售增加所致 

营业成本   30,946,227.50   16,346,934.92 89．31 增加的原因是产品销售增加所致 

营业税金及附加      433,256.76      699,188.58 -38.03 减少的原因是税费减少所致 

管理费用    3,949,292.86    2,452,510.81 61.03 增加的原因是综合费用增加所致 

财务费用          113.14          491.14 -420.84 减少的原因是手续费减少所致 

（3）公司现金流量表项目大幅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年初至报告 

期末数 

（1－3） 

上年年初至报 

告期期末数 

（1－3） 

变动幅度（％） 变动原因 

购买商品接受劳务支付的现金 
   23,826,015.60   17,919,167.27 32.96 增加的原因是本期购买货物所致 

支付的各项税费 
      447,168.04      732,868.15 -38.98 减少的原因是本期税费减少所致 

经营活动产生现金净额 -44,663.54   2,300,485.27 -101.94 减少的原因是应收款项增加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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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 2008 年度财务报告经中准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审计后出具了有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保留

意见的主要内容为：“如“附注八.2”所述，贵公司截止 2008 年 12 月 31 日应收关联方中顺汽车控股

有限公司货款 57,407,695.46 元，该项应收账款占流动资产的 62.93%，且已大部分逾期，公司已按账

龄分析法计提了 5%的坏账准备，金额为 2,870,384.77 元。截止审计报告日该款项逾期未收回，可能

导致贵公司持续经营存在重大不确定性。”目前，公司正与中顺汽车控股有限公司积极协商力争尽快

解决上述问题。 

3.3 公司、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承诺事项履行情况 

√适用 □不适用 

（1）股东名称:天宝汽车销售有限公司 

（2）承诺事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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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方式出售所持有的本公司原非流通股股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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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承诺履行情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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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期内现金分红政策的执行情况 

公司在 2009 年 4 月 27 日召开的六届十次董事会会议上制定了现金分红政策，并相应提出了公司

章程的修改预案，该预案将提交公司 2008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松辽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宣守招 

2009 年 4 月 3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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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附录  

4.1  

 

资产负债表（一） 

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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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427.00 56,090.54

    交易性金融资产 

    应收票据 

    应收账款     78,154,346.38     71,323,247.05 

    预付款项 1,903,215.95 109,220.35

    应收利息 

    应收股利 

    其他应收款 18,242,060.30 15,555,747.74

    存货 3,558,518.07 4,181,742.42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资产 

    其他流动资产 

      流动资产合计    101,869,567.70     91,226,048.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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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6,741,890.62 126,630,564.94

    固定资产 82,461,984.14 85,803,559.64

    在建工程 2,247,538.76 2,247,538.76

    工程物资 

    固定资产清理 24,756.07

    生产性生物资产 

    油气资产 

    无形资产 10,774,389.15 11,109,709.47

    开发支出 

    商誉 

    长期待摊费用 

    递延所得税资产 

    其他非流动资产 

      非流动资产合计 266,178,814.32 269,719,628.39

          资产总计    368,048,382.02    360,945,676.49 

法定代表人: 宣守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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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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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交易性金融负债 

    应付票据 

    应付账款 83,400,160.30 61,532,944.22

    预收款项 5,603,578.53 5,603,578.53

    应付职工薪酬 3,852,827.10 3,273,077.39

    应交税费 22,851,949.39 22,258,829.26

    应付利息 

    应付股利 

    其他应付款 73,471,959.98 84,151,033.56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 

    其他流动负债 

    流动负债合计 189,180,475.30 176,819,462.96

非流动负债：   

    长期借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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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负债合计 189,180,475.30 176,819,462.96

股东权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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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1,468,223.96    -501,468,223.96 

    外币报表折算差额 

股东权益合计     178,867,906.72     184,126,213.53 

        负债和股东权益合计     368,048,382.02     360,945,676.49 

法定代表人: 宣守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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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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利润表 

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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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业收入 30,416,212.87 20,013,882.99

    减：营业成本 30,946,227.50 16,346,934.92

        营业税金及附加 433,256.76 699,188.58

        销售费用 366,850.00

        管理费用 3,949,292.86 2,452,510.81

        财务费用 491.14 -153.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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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279,905.39 515,401.76

    加：营业外收入 26,397.84 1,151.35

    减：营业外支出 4,799.26 553.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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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258,306.81 515,999.70

    减：所得税费用 

四、净利润（净亏损以“－”号填列） -5,258,306.81 515,999.70

五、每股收益：   

    （一）基本每股收益 -0.023 0.002

    （二）稀释每股收益 -0.023 0.002

 

公司法定代表人: 宣守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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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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现金流量表 

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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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673,860.34 24,299,437.81

    收到的税费返还 

    收到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572,520.29 3,016,653.72

      经营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25,246,380.63 27,316,091.53

    购买商品、接受劳务支付的现金 23,826,015.60 17,919,167.27

    支付给职工以及为职工支付的现金 346,585.87 970,202.84

    支付的各项税费 447,168.04 732,868.15

    支付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671,274.66 5,393,368.00

      经营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25,291,044.17 25,015,606.26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44,663.54 2,300,485.27

二、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收回投资收到的现金 

    取得投资收益收到的现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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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5,096.55

    投资支付的现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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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5,096.55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975,096.55

三、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吸收投资收到的现金 

    取得借款收到的现金 

    收到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筹资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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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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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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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4,663.54 1,325,388.72

    加：期初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余额 56,090.54 3,710,823.33

六、期末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余额 11,427.00 5,036,212.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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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