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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 年第三季度报告

一、重要提示
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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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确性和完整性负个别及连带责任。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次季报的董事会会议。
公司负责人左强、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龙浩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 陈宏声明：保证季度报
告中财务报告的真实、完整。

二、公司基本情况
（一）主要会计数据及财务指标
以前报告期财务报表是否发生了追溯调整
□ 是 √ 否 □ 不适用
2012.9.30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期末增减
(%)

2011.12.31

总资产（元）

3,978,229,376.88

3,450,506,107.18

15.2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
者权益（元）

2,146,854,626.66

1,952,187,476.43

9.97%

504,000,000.00

504,000,000.00

0%

4.26

3.87

10.08%

股本（股）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
净资产（元/股）

2012 年 7-9 月
营业总收入（元）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元）

比上年同期增减（%）

2012 年 1-9 月

比上年同期增减（%）

312,196,090.68

-15.81%

1,036,466,870.44

-15.36%

67,526,152.91

-27.97%

177,582,150.23

-19.3%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
额（元）

--

--

-18,902,731.36

85.76%

每股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量净额（元/股）

--

--

-0.04

84.62%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3

-31.58%

0.35

-20.45%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3

-31.58%

0.35

-20.45%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3.22%

-1.84%

8.66%

-3.93%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加权
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3.18%

-1.83%

8.57%

-3.75%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 适用 □ 不适用
项目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

年初至报告期期末金
额（元）

说明

-128,505.95

越权审批或无正式批准文件的税收返还、减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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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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19,599.97

计入当期损益的对非金融企业收取的资金占用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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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货币性资产交换损益
委托他人投资或管理资产的损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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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债务重组损益
企业重组费用，如安置职工的支出、整合费用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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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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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公司正常经营业务无关的或有事项产生的损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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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独进行减值测试的应收款项减值准备转回
对外委托贷款取得的损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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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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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受托经营取得的托管费收入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233,279.69

其他符合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的损益项目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

-627,817.80

所得税影响额

-475,483.02

合计

1,954,513.51

--

（二）报告期末股东总数及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报告期末股东总数（户）

40,068
前十名无限售条件流通股股东持股情况
期末持有无限售条件股份的
数量

股东名称

股份种类及数量
种类

数量

深圳市深港产学研创业投资有
限公司

74,073,316 人民币普通股

74,073,316

深圳市天图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28,9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28,900,000

中国农业银行－中邮核心成长
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17,3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17,300,000

左强

14,397,433 人民币普通股

14,397,4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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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建设银行－华夏收入股票
型证券投资基金

11,648,938 人民币普通股

11,648,938

新华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分红－团体分红-018L-FH001
深

6,528,901 人民币普通股

6,528,901

中国太平洋人寿保险股份有限
公司－传统－普通保险产品

6,304,979 人民币普通股

6,304,979

中国人民健康保险股份有限公
司－传统－普通保险产品

5,737,142 人民币普通股

5,737,142

新乡市卫滨区营道社会经济咨
询有限公司

5,636,785 人民币普通股

5,636,785

中国建设银行－华夏盛世精选
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5,264,822 人民币普通股

5,264,822

股东情况的说明

公司控股股东为左强和深圳市深港产学研创业投资有限公司，与其他前 10 名无限售条件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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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知以上无限售条件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知以上无限售条件股
东是否属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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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重要事项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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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期，公司营业收入同比减少15.36%，主要是控股子公司信力筑正报告期执行合同尚未交货，导致收入确认减少所致。
营业利润同比减少30.65%、利润总额同比减少27.03%、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同比减少19.30%，主要是收入减少及
报告期公司财务费用增加所致。
1、预付款项较上年期末增长59.48%，主要是材料采购及预付工程款增加所致。
2、应收利息较上年期末减少97.65%，主要是利息收回所致。
3、其他应收款较上年期末增长53.78%，主要是投标保证金和应收退税款增加所致。
4、长期应收款较上年期末减少96.72%，主要是长期应收款到期结转到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资产所致。
5、在建工程较上年期末减少35.60%，主要是在建工程结转固定资产所致。
6、无形资产较上年期末增长108.68%，主要是土地使用权增加所致。
7、递延所得税资产较上年期末增长43.35%，主要是提取坏账准备增加所致。
8、应付利息较上年期末增长125.32%，主要是计提短期融资债券利息所致。
9、其他应付款较上年期末减少34.70%，主要是子公司偿还拆借款所致。
10、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较上年期末减少100%，主要是偿还银行借款所致。
11、其他流动负债较上年期末增长50%，主要是发行短期融资券增加所致。
12、长期借款较上年期末增长843.40%，主要是借款增加所致。
13、财务费用较上年同期增长79.36%，主要是银行借款和短期融资券利息增加所致。
14、投资收益较上年同期增长460.93%，主要是收到现金股利及处置长期股权投资产生收益所致。
15、营业外支出较上年同期增长331.85%，主要是固定资产报废所致。

（二）重大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1、非标意见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2、公司存在向控股股东或其关联方提供资金、违反规定程序对外提供担保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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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日常经营重大合同的签署和履行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2012年6月20日荣信电力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与贵州登峰能源集团有限公司签订了《贵州登峰能源集团扩能技改工程合同协议
书》，合同金额为人民币：33,000万元。报告期内，该合同正在履行中。

4、其他
√ 适用 □ 不适用
为开拓泰国光伏业务市场，报告期，本公司与 Mr.Parintorn Khotcharat 等三位自然人共同出资，在泰国曼谷设立泰信新能源
科技有限公司（THS RENEWABLE POWER TECHNOLOGY CO.,LTD）
。主营业务为太阳能光伏发电项目投资。该公司注册
资本 315.8 万美元，其中公司出资 1,547,420 美元，占注册资本的 49%。泰信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采用分期出资方式，首期
公司缴付 464,226 美元，公司设立手续已经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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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适用 □ 不适用
承诺事项

承诺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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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资产置换时所作承诺

发行时所作承诺

为避免将来可
能出现与本公
司的同业竞争，
本公司控股股
本公司控股股
东、实际控制人
东左强、深圳市
出具了《避免同
深港产学研创
业竞争的承诺
2006 年 10 月 18
业投资有限公
函》
，承诺将不
长期
日
司， 实际控制
会直接或间接
人左强先生、崔
从事与本公司
京涛女士和厉
相同、相似的业
伟先生
务，也不在与本
公司有相同、相
似业务的其他
企业任职。

截止到本报告
期末，避免同业
竞争的承诺仍
在严格履行中。

其他对公司中小股东所作承诺
承诺是否及时履行

√ 是 □ 否 □ 不适用

未完成履行的具体原因及下一步计划
是否就导致的同业竞争和关联交易问题
□ 是 □ 否 √ 不适用
作出承诺
承诺的解决期限
解决方式
承诺的履行情况

（四）对 2012 年度经营业绩的预计
2012 年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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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2 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变动幅

-30%

至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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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
2012 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变动区
间（万元）

19,860

至

28,370

2011 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283,780,765.05
根据上年未执行合同及本年新签合同的执行情况，公司预计 2012 年归属于
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比上年增减变动幅度为-30%-0%。

业绩变动的原因说明

（五）其他需说明的重大事项
1、证券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2、衍生品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3、报告期末衍生品投资的持仓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4、报告期内接待调研、沟通、采访等活动登记表
接待时间

接待地点

接待方式

接待对象类型

接待对象

谈论的主要内容及
提供的资料

2012 年 07 月 11 日 本公司

实地调研

机构

光大证券

吴志芳 公司运营情况

2012 年 08 月 17 日 本公司

实地调研

机构

新华资产

刘磊

公司运营情况

2012 年 08 月 29 日 本公司

实地调研

机构

日信证券

黄鹤

公司运营情况

5、发行公司债券情况
是否发行公司债券
□ 是 √ 否

荣信电力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左强
2012年10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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