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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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负责人姓名 尹明善

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姓名 叶长春

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姓名 陈静美

公司负责人尹明善、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叶长春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陈静美声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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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756,147,283.32 14,049,519,582.60 5.03

所有者权益（或股东权益）(元) 4,997,310,839.11 4,909,796,201.92 1.7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元/股） 5.2523 5.1604 1.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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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7,910,351.33 不适用

每股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股） 0.2711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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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1,524,246.85 81,524,246.85 -12.34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857 0.0857 -12.28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769 0.0769 -17.69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857 0.0857 -12.28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65 1.65 减少0.28个百分点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1.48 1.48 减少0.37个百分点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金额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 -102,140.24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但与公司正常经营业务密切相关，符合国家政策

规定、按照一定标准定额或定量持续享受的政府补助除外

9,201,930.00

除同公司正常经营业务相关的有效套期保值业务外， 持有交易性金融资产、

交易性金融负债产生的公允价值变动损益，以及处置交易性金融资产、交易

性金融负债和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取得的投资收益

96,000.00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512,270.94

所得税影响额 -1,319,688.62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10,473.96

合计 8,377,898.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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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5,1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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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爵升有限公司 101,445,087

人民币普通股

101,445,087

泰康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

司－分红－个人分红－019L－

FH002沪

5,108,455

人民币普通股

5,108,455

辜利平 3,113,947

人民币普通股

3,113,947

泰康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

司－传统－普通保险产品－

019L－CT001沪

2,419,806

人民币普通股

2,419,806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信诚中证500指数分级证

券投资基金

1,491,767

人民币普通股

1,491,767

泰康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

司－万能－个险万能

1,361,450

人民币普通股

1,361,450

刘少帅 1,050,000

人民币普通股

1,050,000

余娅 937,007

人民币普通股

937,007

卢圣润 795,900

人民币普通股

795,900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中证500交易型开放式指

数证券投资基金

768,900

人民币普通股

768,9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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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资产负债表项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期末余额 年初余额 增长额 增长率

交易性金融资产 6,465,812.93 9,639,812.93 -3,174,000.00 -32.93%

应收票据 417,719,919.89 837,305,146.81 -419,585,226.92 -50.11%

应收股利 9,069,545.24 9,069,545.24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57,382,684.93 83,982,684.93 -26,600,000.00 -31.67%

投资性房地产 99,833,700.00 99,833,700.00

预收款项 369,338,833.08 588,853,524.49 -219,514,691.41 -37.28%

应付职工薪酬 12,282,239.21 7,286,584.81 4,995,654.40 68.56%

应交税费 -69,923,703.84 -342,345.99 -69,581,357.85

应付利息 74,548,075.79 44,888,515.58 29,659,560.21 66.07%

长期借款 757,058,972.00 411,700,250.00 345,358,722.00 83.89%

1、交易性金融资产：系公司部分远期结售汇合约到期交割；

2、应收票据：主要系公司产品销售采用票据结算减少，其次是公司使用票据支付货款增加；

3、应收股利：系本期应收重庆银行的股利款；

4、可供出售金融资产：系公司购买的理财产品本期到期收回；

5、投资性房地产：系公司将自有出租的房地产转为投资性房地产；

6、预收款项：主要系2012年底预收的货款在今年满足收入确认条件，在今年确认收入；

7、应付职工薪酬：主要系海外子公司预提职工薪酬；

8、应交税费：主要系对材料、固定资产的采购增加，使增值税留抵增加；

9、应付利息：主要系公司本期计提公司债及借款利息；

10、长期借款：为了拓展市场，增加融资需求。

二、损益表项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本期金额 上期金额 增长额 增长率

营业收入 2,449,197,129.74 1,871,798,201.59 577,398,928.15 30.85%

销售费用 162,016,056.92 88,685,164.23 73,330,892.69 82.69%

管理费用 126,778,204.63 80,648,705.27 46,129,499.36 57.20%

财务费用 70,171,899.31 8,654,854.01 61,517,045.30 710.78%

公允价值变动损益 -3,174,000.00 -11,499,814.87 8,325,814.87

营业外收入 38,240,520.71 5,881,218.20 32,359,302.51 550.21%

1、营业收入：系公司销售收入增长；

2、销售费用：主要系公司加大品牌宣传，使广告费、宣传费等投入增加，其次是公司销售收入增长，运输

费用增加；

3、管理费用：主要系技术开发费、工资、折旧等较去年同期增加；

4、财务费用：主要系对公司债计提的利息；

5、公允价值变动损益：主要系公司远期结售汇合约到期平盘损益计入投资收益；

6、营业外收入：主要系取得的补贴收入增加；

三、现金流量表项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本期金额 上期金额 增长额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57,910,351.33 -468,656,914.71 726,567,266.04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主要系公司2012年四季度出口销售收入较上年同期增加，本季度收到大

部分货款，其次是公司改变对俄罗斯市场的销售模式，由以前的代理制改为直销，2012年在已有铺底资金的

情况下,今年按正常情形收回货款，使本报告期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较去年同期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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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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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关于避免同业竞争的承诺

为避免今后与公司之间可能出现的同业竞争，维护公司全体股东的利益和保证公司的长期稳定发展，公

司控股股东重庆力帆控股有限公司（下称：力帆控股）和实际控制人尹明善、陈巧凤、尹喜地、尹索微四人分

别向本公司出具了《关于避免同业竞争的承诺函》。

承诺函主要内容如下：

1、力帆控股和尹明善、陈巧凤、尹喜地、尹索微四人直接或间接控制的子企业目前没有直接或间接地从

事任何与公司的主营业务及其他业务相同或相似的业务（以下称"竞争业务"）；

2、力帆控股和尹明善、陈巧凤、尹喜地、尹索微四人在对公司拥有控制权的关联方事实改变之前，其直接

或间接控制的子企业，不会直接或间接地以任何方式从事竞争业务或可能构成竞争业务的业务；

3、力帆控股和尹明善、陈巧凤、尹喜地、尹索微四人直接或间接控制的子企业，将来面临或可能取得任何

与竞争业务有关的投资机会或其他商业机会， 在同等条件下赋予公司该等投资机会或商业机会之优先选择

权；

4、自本函出具日起，本函及本函项下之承诺为不可撤销的，且持续有效，直至力帆控股和尹明善、陈巧

凤、尹喜地、尹索微四人不再成为对公司拥有控制权的关联方为止；

5、如违反上述任何承诺，力帆控股和尹明善、陈巧凤、尹喜地、尹索微四人将赔偿公司及公司其他股东因

此遭受的一切经济损失，该等责任是连带责任。

承诺时间及期限：持续有效，直至承诺人不再成为对力帆股份拥有控制权的关联方为止。

执行情况：严格履行。

（二）关于公司上市发行前股东所持股份的流通限制、股东对所持股份自愿锁定的承诺

公司控股股东力帆控股、实际控制人尹明善、陈巧凤、尹喜地、尹索微承诺：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36个

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其本次发行前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公司股份，也不由公司回购该部分股份。同

时担任本公司董事的尹明善（董事长）、陈巧凤、尹喜地、尹索微还承诺：除前述锁定期外，在其任职期间每年

转让的股份不得超过其所持有公司股份总数的25%，离职后半年内，不转让其所持有的公司股份。

承诺时间及期限：2010年11月25日至2013年11月25日。

执行情况：严格履行。

（三）关于力帆控股、实际控制人针对上市前历史沿革中出资瑕疵的特别承诺

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作出书面承诺："若力帆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包括其前身）因其上市

前设立及存续过程中存在的任何可能的股东出资瑕疵而招致任何费用支出、经济赔偿或其他经济损失，则由

重庆力帆控股有限公司和尹明善、陈巧凤、尹喜地、尹索微无条件全额承担赔偿责任，保证不因上述出资瑕疵

致使力帆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和力帆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未来上市后的公众股东遭受任何损

失，上述责任为连带责任。"

� � � � 承诺时间及期限：无限期。

执行情况：严格履行。

（四）关于公司分红的承诺

公司在当年盈利的条件下，且在无重大投资计划或重大现金支出发生时，公司应当采用现金方式分配股

利，以现金方式分配的利润不少于当年实现的可分配利润的百分之十，公司连续任何三个会计年度内以现金

方式累计分配的利润不少于该三年实现的年均可分配利润的百分之三十。

承诺时间及期限：无限期。

执行情况：严格履行。

（五）关于公司解决土地等产权瑕疵的承诺

公司原值为8342万元的建筑物及附属设施的土地证原件，因用于办理银行抵押手续，未能取到，故未能

及时办理相关产权证。

承诺时间及期限：2013年3月31日前。

执行情况：在承诺时间内已取得相关产权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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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于2013年3月28日召开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公司2012年度利润分配的议

案，按2012年12月31日公司总股本951,445,087股为基数，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2.0元（含税），共计派发现金红

利190,289,017.4元。公司将于2013年4月26日召开2012年度股东大会审议上述《关于公司2012年度利润分配的

议案》。

力帆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尹明善

2013年4月25日

证券代码：601777� � � �证券简称：力帆股份 公告编号：临2013-016

力帆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

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

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力帆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称“力帆股份” 或“公司” ）于2013年4月24日以通讯方式召开第

二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临时会议）。会议通知及议案等文件已于2013年4月19日以传真或电子邮件方

式送达各位董事，本次会议应参会董事12名，实际参会董事12名，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

章程》的有关规定。

会议以通讯表决的方式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并形成决议如下：

1．审议通过了《关于力帆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13年第一季度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12票赞成，0票弃权，0票反对，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公告。

2．审议通过了《关于力帆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部分自用房地产转为投资性房地产及采用公允价

值模式计量的议案》

同意公司位于沙坪坝张家湾017号、张家湾031号、张家湾060号、渝中区人和街58号、荣昌县昌州街道办

事处荣昌工业园区昌州大道东段29号、南岸区海棠新街38号等处的自用建筑物停止自用，改为出租，从2013

年1月1日起，将上述原自用建筑物转为投资性房地产及采用公允价值计量模式。

表决结果：12票赞成，0票弃权，0票反对。有关该议案的详细内容见《关于力帆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部分自用房地产转为投资性房地产及采用公允价值模式计量的公告》（公告编号：临2013-018）。

特此公告。

力帆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三年四月二十四日

证券代码：601777� � � �证券简称：力帆股份 公告编号：临2013-017

力帆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监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

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力帆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称“力帆股份” 或“公司” ） 于2013年4月24日以通讯方式召开第

二届监事会第十一次会议（临时会议）。本次会议的通知及议案等文件已于2013年4月19日以传真或电子邮

件方式送达各位监事，本次会议应参会监事6名，实际参会监事6名，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

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会议以通讯表决的方式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并形成决议如下：

审议通过了《关于力帆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13年第一季度报告的议案》。

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公告。

表决结果：6票赞成，0票弃权，0票反对。

特此公告。

力帆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二O一三年四月二十四日

证券代码：601777� � � �证券简称：力帆股份 公告编号：临2013-018

关于力帆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部分自用房地产转为投资性房地产及

采用公允价值模式计量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

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采用公允值计量投资性房地产会计政策概述

1．采用公允值计量投资性房地产会计政策日期

自2013年1月1日起。

2．涉及的范围

公司位于沙坪坝张家湾017号、张家湾031号、张家湾060号、渝中区人和街58号、荣昌县昌州街道办事处

荣昌工业园区昌州大道东段29号、南岸区海棠新街38号等处自用建筑物，截止2012年12月31日，该部分建筑

物账面原值1.55亿元，净值0.93亿元，建筑面积8.09万平方米，占地面积8.53万平方米。

3．采用公允值计量投资性房地产会计政策原因

经公司于2013年4月24日召开的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决议，公司位于沙坪坝张家湾017号、张家

湾031号、张家湾060号、渝中区人和街58号、荣昌县昌州街道办事处荣昌工业园区昌州大道东段29号、南岸区

海棠新街38号等处自用建筑物停止自用，改为出租，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3号———投资性房地产》规定，公

司应将上述资产转换为“投资性房地产” 。同时，上述原自用建筑物满足“投资性房地产所在地有活跃的房

地产交易市场” 、“企业能够从房地产交易市场取得同类或类似房地产的市场价格及其他相关信息， 从而对

投资性房地产的公允价值作出合理的估计” 两个条件，为了更准确地反映公司持有的投资性房地产的价值，

增强公司财务信息的准确性，便于公司管理层及投资者及时了解公司真实财务状况及经营成果，对该投资性

房地产采用公允价值计量模式进行后续计量。

二、本次投资性房地产采用公允价值进行后续计量对公司的影响

1．本次自用房地产转为投资性房地产采用公允价值进行后续计量为首次选择，不存在对以前会计年度

报表进行追溯调整，不属于会计政策变更。

2．本次会计政策选择后，公司每个会计年度末均须通过评估报告对投资性房地产公允价值进行估价，

若建筑物所在地的房地产市场出现大幅变动会导致公允价值的变动， 可能会增加公司未来年度业绩波动的

风险。

三、董事会关于本次对投资性房地产采用公允价值模式进行后续计量合理性的说明

公司董事会认为：采用公允价值对投资性房地产进行后续计量是目前通行的成熟方法，可以更加真实客

观的反映公司价值，有助于广大投资者更全面地了解公司经营和资产情况。采用公允价值对投资性房地产进

行后续计量具备必要性。

公司目前投资性房地产项目位于重庆市沙坪坝区、南岸区、渝中区、荣昌县，有活跃的房地产交易市场，

可以取得同类或类似房地产的市场价格及其他相关信息， 采用公允价值对投资性房地产进行后续计量具有

可操作性。

基于以上原因，公司董事会同意对公司的投资性房地产采用公允价值进行后续计量。

特此公告。

力帆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三年四月二十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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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

第一节 重要提示

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应当保证季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公司负责人冼燃、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叶昌焱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谭虹华声明：保证季

度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次季报的董事会会议。

第二节 主要财务数据及股东变化

一、主要财务数据

本报告期对以前期间财务数据是否进行了追溯调整或重述

□ 是 √ 否

2013年1-3月 2012年1-3月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

减（%）

营业收入（元） 557,470,779.27 510,149,944.99 9.2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4,583,461.26 5,718,368.80 -19.8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元）

1,984,929.06 5,320,040.77 -62.69%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75,784.04 103,077,749.00 -100.07%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114 0.0143 -20.28%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114 0.0143 -20.28%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0.28% 0.36% -0.08%

2013年3月31日 2012年12月31日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期

末增减(%)

总资产（元） 3,093,040,956.85 3,150,791,834.42 -1.8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1,612,162,888.42 1,607,598,935.72 0.28%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项目 年初至报告期期末金额 说明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包括已计提资产减值准

备的冲销部分）

-85,214.46

越权审批或无正式批准文件的税收返还、减免 0.00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与企业业务密切相

关，按照国家统一标准定额或定量享受的政府补

助除外）

2,843,568.37

计入当期损益的对非金融企业收取的资金占用

费

0.00

企业取得子公司、联营企业及合营企业的投资成

本小于取得投资时应享有被投资单位可辨认净

资产公允价值产生的收益

0.00

非货币性资产交换损益 0.00

委托他人投资或管理资产的损益 0.00

因不可抗力因素，如遭受自然灾害而计提的各项

资产减值准备

0.00

债务重组损益 0.00

企业重组费用，如安置职工的支出、整合费用等 0.00

交易价格显失公允的交易产生的超过公允价值

部分的损益

0.00

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产生的子公司期初至合并

日的当期净损益

0.00

与公司正常经营业务无关的或有事项产生的损

益

0.00

除同公司正常经营业务相关的有效套期保值业

务外，持有交易性金融资产、交易性金融负债产

生的公允价值变动损益，以及处置交易性金融资

产、交易性金融负债和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取得的

投资收益

0.00

单独进行减值测试的应收款项减值准备转回 0.00

对外委托贷款取得的损益 0.00

采用公允价值模式进行后续计量的投资性房地

产公允价值变动产生的损益

0.00

根据税收、会计等法律、法规的要求对当期损益

进行一次性调整对当期损益的影响

0.00

受托经营取得的托管费收入 0.00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29,011.75

其他符合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的损益项目 0.00

所得税影响额 131,154.85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57,678.61

合计 2,598,532.20 --

二、报告期末股东总数及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股东总数 23,637

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

件的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广州高金技术

产业集团有限

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42.99% 172,377,240 172,377,240 质押 172,000,000

广东毅昌投资

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16.86% 64,600,000 64,600,000

谢金成 境内自然人 6.74% 27,040,000 20,280,000 质押 6,000,000

董风 境内自然人 5.26% 21,100,000 21,075,000

袁颜 境内自然人 5% 20,035,000 0

冼燃 境内自然人 3.95% 15,842,760 15,842,760

罗妙冬 境内自然人 0.16% 638,000 0

刘裕兴 境内自然人 0.12% 484,983 0

王亚静 境内自然人 0.09% 345,002 0

刘红彩 境内自然人 0.08% 307,800 0

前10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股份数量

股份种类

股份种类 数量

袁颜 20,035,000 人民币普通股 20,035,000

谢金成 6,760,000 人民币普通股 6,760,000

罗妙冬 638,000 人民币普通股 638,000

刘裕兴 484,983 人民币普通股 484,983

王亚静 345,002 人民币普通股 345,002

刘红彩 307,800 人民币普通股 307,800

杨鹏程 302,700 人民币普通股 302,700

任昕 276,809 人民币普通股 276,809

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

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

260,100 人民币普通股 260,100

刘玉良 260,000 人民币普通股 260,0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

说明

1.前十大股东中，冼燃是广州高金技术产业集团有限公司的股东之一，冼燃、董风、谢金

成是广东毅昌投资有限公司的股东，除此之外，前十大股东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也不

属于《上市公司股东持股变动信息披露管理办法》中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2.前十大无限售条件股东中，董风和谢金成同是广东毅昌投资有限公司的股东，未知其

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及是否属于《上市公司股东持股变动信息披露管理办

法》中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明

（如有）

无。

第三节 重要事项

一、报告期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发生重大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1、预付账款期末余额较年初增长58.93%，主要原因系预付的材料及设备采购款增加；

2、在建工程期末余额较年初增长57.47%，主要原因系在安装设备增加；

3、短期借款期末余额较年初下降74.84%，主要原因系本期归还了银行短期借款；

4、预收款项期末余额较年初增长62.26%，主要原因系收到客户预付款项；

5、应交税费期末余额较年初下降32.68%，主要原因系本期税收优惠的享受及递延所得税的确认降低

了应缴税费；

6、应付利息期末余额较年初增长109.51%，主要原因系对应付债券预提利息；

7、非流动负债期末余额较年初增长236.07%，主要原因系本期发行公司债券；

8、营业税金及附加较上年同期增长57.6%，主要原因系本期缴纳的增值税增加；

9、营业外收入较上年同期增长466.97%，主要原因系本期政府补助增加；

10、营业外支出较上年同期增长3205.66%，主要原因系本期处置固定资产净损失；

11、营业利润较上年同期下降77.84%、利润总额较上年同期下降42.66%，主要原因系管理费用增加；

12、所得税费用较上年同期下降94.23%，主要原因系本期盈利下降及税收优惠的享受减少了所得税

费用；

13、本期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较上年同期下降100.07%，主要原因系本期回收货款中票据比

例较大；

14、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本期较上年同期增长39.69%，主要原因系本期减少设备采购；

15、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本期较上年同期下降190.15%，主要原因系本期归还银行短期借款。

二、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无。

重要事项概述 披露日期 临时报告披露网站查询索引

三、公司或持股5%以上股东在报告期内或持续到报告期内的承诺事项

承诺事项 承诺方 承诺内容 承诺时间 承诺期限 履行情况

股改承诺

收购报告书或权益变动

报告书中所作承诺

资产重组时所作承诺

首次公开发行或再融资

时所作承诺

实际控制人冼

燃、凤翔、戴耀

花、李学银

自公司股票上市交易之日起36

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

管理其本人直接或间接持有的

公司股份，也不由公司回购其

本人直接或间接持有的股份

2010年06

月01日

自公司股

票上市交

易之日起

36个月内

严格履行，其中公司其

他股东袁颜、战颖、肖

杰和核心技术人员董

风、谢金成所持有公司

股份已于2011年6月2

日流通上市，但公司核

心技术人员董风、谢金

成在招股说明书中承

诺在其任职期间内，每

年转让的股份不超过

所直接及间接持有公

司股份总数的25%

控股股东高金

集团

自公司股票上市交易之日起36

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

管理其持有的公司股份，也不由

公司回购其持有的股份

2010年06

月01日

自公司股

票上市交

易之日起

36个月内

严格履行

公司其他股东

袁颜、战颖、肖

杰

自发行人股票上市交易之日起

12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

管理本次发行前其持有的发行

人股份，也不由发行人回购其

持有的上述股份

2010年06

月01日

自发行人

股票上市

交易之日

起12个月

内

严格履行

作为公司核心

技术人员直接

及间接持有毅

昌科技股份的

股东董风、谢

金成

自毅昌科技股票上市之日起十

二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

人管理其直接及间接持有的毅

昌科技股份。除前述锁定期外，

在毅昌科技任职期间，每年转

让的股份不超过其直接及间接

持有毅昌科技股份总数的百分

之二十五；离职后半年内，不转

让其直接及间接持有的毅昌科

技股份

2010年06

月01日

自毅昌科

技股票上

市之日起

到其离职

后半年内

严格履行

作为公司高级

管理人员间接

持有毅昌科技

股份的股东丁

金铎、王雅涛、

常永军、徐建

兵

自毅昌科技股票上市之日起十

二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

人管理其间接持有的毅昌科技

股份；除前述锁定期外，在毅昌

科技任职期间，每年转让的股

份不超过其间接持有毅昌科技

股份总数的百分之二十五；离

职后半年内，不转让其间接持

有的毅昌科技股份

2010年06

月01日

自毅昌科

技股票上

市之日起

到其离职

后半年内

严格履行

在毅昌科技及

下属子公司任

职的直接及间

接持有毅昌科

技股份的实际

控制人股东冼

燃、戴耀花

在毅昌科技任职期间，每年转让

的股份不超过其直接及间接持

有毅昌科技股份总数的百分之

二十五；离职后半年内，不转让

其直接及间接持有的毅昌科技

股份

2010年06

月01日

自毅昌科

技股票上

市之日起

到其离职

后半年

严格履行

其他对公司中小股东所

作承诺

公司的实际控

制人冼燃、凤

翔、戴耀花、李

学银以及控股

股东高金集团

1、在本人（本公司）直接或间接

持有毅昌科技股份的期间内，本

人（本公司）将不会采取控股、

参股、联营、合营、合作或以其他

任何方式直接或间接从事与毅

昌科技现在和将来业务范围相

同、相似或可能构成实质性竞

争的业务，也不会协助、促使或

代表任何第三方以任何方式直

接或间接从事与毅昌科技现在

和将来业务范围相同、相似或

可能构成实质性竞争的业务；并

将促使本人（本公司）直接或间

接控制的企业比照前述规定履

行不竞争的义务

2010年06

月01日

无。 严格履行

承诺是否及时履行 是

未完成履行的具体原因

及下一步计划

无。

是否就导致的同业竞争

和关联交易问题作出承

诺

否

承诺的解决期限 不适用。

解决方式 不适用。

承诺的履行情况 均严格履行。

四、对2013年1-6月经营业绩的预计

2013年1-6月预计的经营业绩情况：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正值且不属于扭亏为盈的情形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正值且不属于扭亏为盈的情形

2013年1-6月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变

动幅度（%）

-40% 至 -10%

2013年1-6月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变

动区间（万元）

1,746.96 至 2,620.44

2012年1-6月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万元）

2,911.6

业绩变动的原因说明

1、家电行业低迷态势短期内未能明显好转；

2、汽车、一体机等新领域业务拓展成效低于预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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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毅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决议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广州毅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通知于2013年4月21日以邮件、 传真等形

式送达全体董事、监事。会议于2013年4月24日以通讯方式召开，应参加表决的董事7名，实际参加表决的

董事7名。会议在保证所有董事充分发表意见的前提下，以传真或专人送达等方式审议表决。会议的通知、

召集、召开和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及有关法律、法规、规章、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通过表

决，本次董事会通过如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关于2013年第一季度报告全文及正文的议案》

表决情况：赞成7票，反对0票，弃权0票。

详见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广州毅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13�年第一季度报告全文》和

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的《广州毅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13年第一季度报告正文》。

董事会认为，公司编制的2013年第一季度报告全文及正文的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和中国证监会

的规定，报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地反映了上市公司的实际情况，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

二、审议通过《关于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的议案》

1、表决结果：赞成7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同意向南昌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分行申请综合授信人民币叁亿元整，融资品种包括但不限于银行

承兑汇票、流动资金贷款等，以信用作为担保方式，期限壹年。

2、表决结果：赞成7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同意向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第三支行申请综合授信人民币壹亿元整，融资品种包括但不

限于短期流动资金贷款、银行承兑汇票、非融资性国内保函、国际/国内贸易融资、国内信用证、资金业务

等，以信用作为担保方式，期限壹年。

广州毅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3年4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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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毅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监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决议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广州毅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监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通知于2013年4月21日以邮件、 传真等形

式送达全体监事。会议于2013年4月24日以通讯方式召开，应参加表决的监事3名，实际参加表决的监事3

名。会议在保证所有监事充分发表意见的前提下，以传真或专人送达等方式审议表决。本次会议符合《中

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广州毅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有效。通过表决，本次监事

会通过如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关于2013年第一季度报告全文及正文的议案》。

表决情况：赞成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详见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广州毅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13年第一季度报告全文》和

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的《广州毅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13年第一季度报告正文》。

监事会认为， 公司董事会编制2013年第一季度报告的程序符合法律、 行政法规和中国证监会的规

定，报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地反映了上市公司的实际情况，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

二、审议通过《关于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的议案》

1、表决结果：赞成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同意向南昌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分行申请综合授信人民币叁亿元整，融资品种包括但不限于银行

承兑汇票、流动资金贷款等，以信用作为担保方式，期限壹年。

2、表决结果：赞成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同意向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第三支行申请综合授信人民币壹亿元整，融资品种包括但不

限于短期流动资金贷款、银行承兑汇票、非融资性国内保函、国际/国内贸易融资、国内信用证、资金业务

等，以信用作为担保方式，期限壹年。

广州毅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13年4月24日

广州毅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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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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负责人姓名 贾浚

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

姓名

张爱明

会计机构负责人 （会

计主管人员）姓名

张成钢

公司负责人贾浚、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张爱明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张成钢声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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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450,225,426.41 9,105,207,752.78 3.79

所有者权益（或股东权益）(元) 1,272,458,898.06 1,259,007,671.16 1.0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

（元/股）

1.77 1.75 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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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806,430.72 -71.69

每股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元/股）

0.04 -71.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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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599,076.90 4,599,076.90 6.57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06 0.006 6.57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基本每股收

益(元/股)

0.005 0.005 -16.67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06 0.006 6.57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0.36 0.36 减少0.01个百分点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加权平均净

资产收益率（%）

0.28 0.28 减少0.09个百分点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金额 说明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 -181,382.44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 但与公司正常经营业务密

切相关，符合国家政策规定、按照一定标准定额或定量

持续享受的政府补助除外

1,132,775.30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263,500.00

所得税影响额 -187,906.78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19,569.17

合计 1,007,416.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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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4,4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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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庆东银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273,712,692 人民币普通股

成都金海融投资咨询有限公司 4,526,003 人民币普通股

申银万国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

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

2,230,758 人民币普通股

陈翠枚 2,184,846 人民币普通股

林学平 2,023,599 人民币普通股

欧阳琼芝 1,699,000 人民币普通股

许丽萍 1,576,001 人民币普通股

林玉素 1,480,999 人民币普通股

黄家铭 1,121,057 人民币普通股

刘涛 1,1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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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项目 期末数 期初数 增减额 增减幅度%

?应付票据 ?�1,292,491,256.20 670,969,373.96 621,521,882.24 92.63%

?应付职工薪酬 5,158,545.72 8,280,148.50 -3,121,602.78 -37.70%

?应交税费 21,126,684.63 72,907,284.42 -51,780,599.79 -71.02%

?应付利息 25,978,515.62 39,407,000.80 -13,428,485.18 -34.08%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 300,000,000.00 ?617,080,000.00 -317,080,000.00 -51.38%

项目 2013年1-3月 2012年1-3月 增减额 增减幅度%

?营业税金及附加 15,553,393.06 25,904,707.39 -10,351,314.33 -39.96%

?利润总额 22,261,862.22 9,433,184.77 12,828,677.45 136.00%

?所得税费用 9,931,064.94 4,303,550.58 5,627,514.36 130.76%

?净利润 12,330,797.28 5,129,634.19 7,201,163.09 140.38%

1、应付票据增加主要系与供应商结算时支付票据较多所致；

2、应付职工薪酬减少主要系2012年底提取的绩效工资于本年支付所致；

3、应交税费减少主要系2012年底计提的所得税本年支付及本年预缴营业税、所得税及土地增值税

所致；

4、应付利息减少主要系2012年底计提的利息本期支付所致；

5、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减少主要系报告期归还所致；

6、营业税金及附加减少主要系收入减少影响所致；

7、利润总额增加主要系毛利率增加所致；?

8、所得税费用增加主要系利润总额增加所致；

9、净利润增加主要系利润总额增加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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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控股子公司重庆东原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原地产” ）将拥有的位于重庆北部

新区经开园B01－1号地块负1、负2层商服用房及车库以实物出资方式和货币出资方式增加全资子公司

重庆励致商业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励致商业"）注册资本、实收资本及资本公积。重庆华康资产

评估土地房地产估价有限责任公司对上述房产进行评估出具 《重庆东原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拟以房

地产对外投资所涉及的资产评估项目资产评估报告书》[重康评报字(2013)第5号 ]，对评估基准日2012

年12月31日的上述房产采用市场法和收益法评估得出评估值为23,193.01万元。增资后，励致商业注册

资本及实收资本由100万元增加至5,000万元，资本公积增加19,693.01万元。

报告期内，该增资事项相关手续办理完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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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控股股东重庆东银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银集团"）于2012年3月16日通过上海

证券交易所证券交易系统增持本公司股票，截止2012年9月7日，东银集团增持计划已实施完毕，期间通

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累计增持公司股份14,399,954股， 约占首次增持日已发行股份总数（720,

000,000股）的2%。东银集团承诺在增持期间、增持行为完成之日起6个月内及法定期限内不减持其所持

有的本公司股份，截止2013年3月7日，该承诺履行期限完毕，无违反承诺情况。

2、公司于2012年11月开始收购南方东银置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南方东银” ）100%股权事宜，

控股股东东银集团作出业绩承诺：南方东银在2013年内实现的归属于母公司净利润数值未能达到盈利

预测审核报告中2013年度归属于母公司净利润预测数15,478.46万元， 东银集团将在公司2013年审计报

告出具日期后的一个月内以货币方式补足实际金额与盈利预测金额的差额。若南方东银2014年实际实

现的归属于母公司的净利润低于16,938.65万元，东银集团将承诺以现金补足该年利润差额，并在公司

年度审计报告出具日后一个月内一次性支付予迪马股份。截止报告期末，该承诺履行过程中，无违反承

诺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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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于2013年3月15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四十次会议审议2012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严格执行了现

金分红政策和决策程序，以及对分红标准、比例的要求：公司每年以现金方式分配的利润应不少于当年

实现的可供分配利润的10%，且任意连续三年以现金方式累计分配的利润原则上应不少于该三年实现的

年均可分配利润的30%。 公司于4月7日召开业绩说明会并于4月12日以现场加网络投票方式召开2012年

年度股东大会，同时对年度分配预案进行分段统计。

重庆市迪马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3年4月24日

重庆市迪马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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