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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岛澳柯玛股份有限公司 

2009 年第一季度报告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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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有董事未出席董事会，应当单独列示其姓名 

未出席董事职务 未出席董事姓名 未出席董事的说明 

董事 王大亮 因公出差,授权委托张兴起先生代表出席并签署有关文件 

董事 王英峰 因公出差,授权委托宋闻非先生代表出席并签署有关文件 

董事 宋文雷 因公出差,授权委托李蔚先生代表出席并签署有关文件 

 

1.3 公司第一季度财务报告未经审计。 

 

1.4 公司负责人李蔚、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张兴起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王英峰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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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67,367,369.61 2,086,834,994.44 8.65

所有者权益（或股东权益）(元) 450,065,487.32 443,454,156.28 1.4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元) 1.3197 1.3003 1.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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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0,628,880.26 不适用

每股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0.17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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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611,331.04 6,611,331.04 不适用

基本每股收益(元) 0.0194 0.0194 不适用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基本每股收益

(元) 
0.0098 0.0098 不适用

稀释每股收益(元) 0.0194 0.0194 不适用

全面摊薄净资产收益率(%) 1.4690 1.4690 不适用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全面摊薄净资产收

益率(%) 
0.7459 0.7459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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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 673,760.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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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000.00

债务重组损益 3,239,772.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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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1,870.36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 -2,640.54

所得税影响额 -708,506.65

合计 3,254,256.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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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1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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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青岛市企业发展投资有限公司 176,342,290 人民币普通股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5,666,402 人民币普通股  
薛文翠 1,032,055 人民币普通股  
邱艾 8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贾铁斌 781,800 人民币普通股  
卢伟浩 656,224 人民币普通股  
张青 605,000 人民币普通股  
陈东方 582,055 人民币普通股  
翁光平 539,000 人民币普通股  
衣景娥 427,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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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资产负债表 

项目 
2009 年 3月 31 日 2008年 12月 31日 增减比例% 变化原因 

货币资金 20,618.56 15,306.99 34.70%
公司销售扩大，盈利能力提高，

导致经营性现金增加。 

应收票据 9,866.62 635.95 1451.48% 公司收到的票据尚未对外支付。

预收款项 24,888.67 12,694.95 96.05%

冰柜产品销售旺季，公司的客户

向公司支付了预付款，货物尚未

发出。 

利润表项目 2009 年 1-3 月 2008 年 1-3 月 增减比例% 变化原因 

营业收入 52,544.45 47,331.43 11.01%

公司积极利用家电下乡政策，加

大新产品开发和销售网络建设，

使销售增长较快。 

销售费用 4,642.90 3,426.13 35.51%
公司销售规模扩大以及宣传促

销力度加大，使销售费用增加。

财务费用 1,788.25 2,790.73 -35.92%

公司 08 年归还了部分银行借款

以及融资成本大幅度下降，使公

司的财务成本大幅度降低。 

利润总额 804.6 -1,947.03 不适用

公司的销售量增加以及公司通

过降低成本费用，使公司的盈利

能力提高。 

现金流量表 

项目 
2009 年 1-3 月 2008 年 1-3 月 增减比例% 变化原因 

经营活动现

金净流量 
6,062.89 -3,157.92 不适用

公司的盈利能力提高以及销售

货款回笼及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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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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本公司于 2009 年 2 月 27 日,就本公司被认定为高新技术企业事项进行了公告,(详见 2009 年

2 月 27 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 

本公司于2009年 3月 20日,就控股子公司澳柯玛(沂南)新能源电动车有限公司被认定为高新技

术企业事项进行了公告,(详见 2009 年 3 月 20 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 

2、青岛市企业发展投资有限公司按照《〈债权转让协议〉的补充协议》约定 2009 年 4 月 25 日

前支付剩余款项 251,420,384.15 元的 60%，计 150,852,230.49 元 ；截止 2009 年 4 月 25 日，公司

又收到债权转让款 15,100 万元； 

青岛华通国有资本运营（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按照与公司下属子公司就转让青岛澳柯玛新能源

技术有限公司 100%的股权达成的协议，约定 2009 年 4 月 25 日前支付至股权转让总价款的 70%。

截至 2009 年 4 月 25 日，公司又收到股权转让款 1,140 万元，累计已收到股权转让总额的 89.67%； 

青岛华通国有资本运营（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按照与公司下属子公司就转让青岛新时代房地产

开发有限公司 100%的股权达成的协议，约定 2009 年 4 月 25 日前支付至股权转让总价款的 70%。

截至 2009 年 4 月 25 日，公司又收到股权转让款 1,560 万元，累计已收到股权转让总额的 72.1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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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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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预测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末的累计净利润可能为盈利。主要是因为随着国家贷款利率的调整，

公司财务费用支出减少；同时，公司通过优化内部组织结构、缩小核算单元、开展比价采购等降低

了成本，把握“家电下乡”发展的新机遇，加强了市场营销网络建设，尤其是冰箱销售网络建设，

扩大了公司的主营业务收入，公司盈利能力得到有效改善。 

 

3.5 报告期内现金分红政策的执行情况 

公司四届九次董事会已审议通过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进一步明确公司的现金分红政策，该议

案将提交公司 2008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生效。 

 

 

青岛澳柯玛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李蔚 

2009 年 4 月 25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