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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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负责人肖胜利、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宋勇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 吴树涛声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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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41,775,642.50

2,307,030,104.16

10.1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
者权益（元）

1,517,742,104.93

1,443,210,674.32

5.16%

649,808,000.00

406,130,000.00

60%

2.3357

3.5536

-34.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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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78,228,202.21

30.09%

1,110,767,430.54

9.49%

41,757,266.34

51.48%

115,144,430.61

15.46%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
额（元）

--

--

115,728,255.82

-13.06%

每股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量净额（元/股）

--

--

0.1781

-20.1%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643

39.18%

0.1772

6.11%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643

39.18%

0.1772

6.11%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2.81%

0.22%

7.74%

-1.63%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加权
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2.35%

0.31%

5.1%

-2.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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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81,452.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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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权审批或无正式批准文件的税收返还、减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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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5,691,874.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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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89,049.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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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928.68

所得税影响额

-7,637,190.20

合计

39,324,258.31

--

公司对“其他符合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的损益项目”以及根据自身正常经营业务的性质和特点将非经常性损益项目界定为经常
性损益的项目的说明
项目

涉及金额（元）

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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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3,531
前十名无限售条件流通股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期末持有无限售条件股份的
数量

股份种类及数量
种类

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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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水华天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224,827,520 人民币普通股

224,827,520

杭州友旺电子有限公司

27,380,000 人民币普通股

27,380,000

施玉庆

11,650,000 人民币普通股

11,650,000

盈富泰克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2,788,104 人民币普通股

2,788,104

北京乐文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2,661,504 人民币普通股

2,661,504

李晖

2,352,000 人民币普通股

2,352,000

兴业国际信托有限公司－萃益
1期

1,747,859 人民币普通股

1,747,859

杨伯晨

1,712,000 人民币普通股

1,712,000

陈军奇

1,644,638 人民币普通股

1,644,638

屠文斌

1,570,000 人民币普通股

1,570,000

股东情况的说明

天水华天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为公司控股股东，公司未知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
一致行动人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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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应收账款为427,204,405.86元，较年初的244,991,076.34元增加了74.38%，系本报告期应收货款增加所致。
2、预付款项为46,732,564.08元，较年初的139,461,890.60元减少了66.49%，主要系本报告期预付设备、工程款较期初减
少所致。
3、应收利息为零，较年初的72,100.03元减少了100%，主要为上期预提定期存单利息所致。
4、其他应收款为7,907,479.40元，较年初的13,049,049.31元减少了39.40%，主要系本报告期末尚未收回的其他应收款减
少所致。
5、存货为186,113,983.94元，较年初的132,024,621.82元增加了40.97%，主要系本报告期销售额增加，生产原材料储备
增加所致。
6、在建工程为162,221,877.96元，较年初的110,423,821.86元增加了46.91%，主要系本报告期华天科技产业园建设实施
所致。
7、短期借款为189,886,567.76元，较年初的76,708,100.00元增加了147.54%，主要系本报告期新增流动资金贷款增加所
致。
8、应付票据为23,400,000.00元，较年初的52,000,000.00元减少了55.00%，主要系上年度办理的银行承兑汇票本报告期
到期承兑支付所致。
9、应付账款为392,405,354.15元，较年初的265,895,514.43元增加了47.58%，主要系本报告期末应支付的材料款、设备
款增加所致。
10、预收款项为7,405,260.91元，较年初的5,289,102.40元增加了40.01%，主要系本报告期预收的货款增加所致。
11、应付职工薪酬为2,048,006.76元，较年初的28,470,538.59元减少了92.81%，主要系本报告期支付上年末计提的各层
员工奖金所致。
12、应付利息为315,000.00元，较年初的574,081.94元减少了45.13%，主要系本报告期末已计提尚未支付的银行利息减
少所致。
13、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为177,000,000.00元，较年初的65,000,000.00元增加了172.31%，主要系本报告期末一年内
到期的长期借款较期初增加所致。
14、其他流动负债为10,820,981.70元，较年初的8,183,469.20元增加了32.23%，主要系本报告期末预计未来一年转回的
其他非流动负债增加所致。
15、长期借款为149,000,000.00元，较年初的276,000,000.00元减少了46.01%，主要系本报告期末部分长期借款重分类计
入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所致。
16、股本为649,808,000.00元，较年初的406,130,000.00元增加了60.00%，主要系本报告期实施资本公积转增股本所致。
17、资本公积为284,510,031.88元，较年初的528,188,031.88元减少了46.13%，主要系本报告期实施资本公积转增股本所
致。
18、少数股东权益为8,801,099.49元，较年初的5,296,337.54元增加了66.17%，主要系本报告期新增控股子公司的少数股
东权益增加所致。
19、管理费用为109,369,836.85元，较上年同期的83,028,796.24元增加了31.73%，主要系本报告期研发费用增加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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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资产减值损失为4,940,430.46元，较上年同期的-1,386,503.19元增加了456.32%，主要系本报告期按照会计政策计提
的应收款项减值准备较上年同期增加所致。
21、投资收益为-3,291,828.09元，较上年同期的-557,344.97元减少了490.63%，主要系本报告期确认的投资收益减少所致。
22、营业外收入为47,090,435.30元，较上年同期的19,297,219.16元增加了144.03%，主要系本报告期确认的政府补助较
上年同期增加所致。
23、营业外支出为28,058.11元，较上年同期的94,401.62元减少了70.28%，主要系本期固定资产处置损失较上年同期减
少所致。
24、少数股东损益为504,761.95元，较上年同期的826,393.31元减少了38.92%，主要系本期控股子公司华天机械利润下
降所致。
25、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金额为-190,576,498.67元，较上年同期的-583,978,105.29元减少了67.37%，主要系本报告
期购建固定资产和对外投资支付的现金较上期减少所致；
26、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金额为42,956,136.52元，较上年同期的245,041,607.57元减少了82.47%，主要系本报告期
偿还银行借款和分配股利支付的现金较上期增加所致。
27、汇率变动对现金及现金等价物的影响为681,279.15元，较上年同期的-2,221,983.99元增加了130.66％，主要系本报告
期美元汇率较上年同期稳定，影响减小所致。
28、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为-31,210,827.18元，较上年同期的-208,051,281.72元减少了85.00％，主要系本报告期经
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和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较上年同期减少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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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日常经营重大合同的签署和履行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4、其他
□ 适用 √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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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杭州友旺电子
有限公司

本公司将遵循
《上市公司证
券发行管理办
法》
、
《上市公司
2011 年 11 月 04
十二个月
非公开发行股
日
票实施细则》和
《深圳证券交
易所股票上市
规则》等法律、

严格履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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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规和规范性
文件的有关规
定，自天水华天
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本次非公
开发行股票上
市首日起十二
个月内不转让
所认购的
3,000,000 股新
股。

其他对公司中小股东所作承诺

公司控股股东、 在增持行为完
公司实际控制 成后 6 个月内不 2012 年 09 月 25
六个月
人以及一致行 减持持有的公 日
动人
司股份。

承诺是否及时履行

√ 是 □ 否 □ 不适用

严格履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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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度

20%

至

50%

2012 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变动区
间（万元）

9,474.73

至

11,843.41

2011 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业绩变动的原因说明

78,956,088.94
随着公司募投项目的顺利实施及产能释放，加之全资子公司华天科技（西
安）有限公司 2012 年度实现扭亏为盈，预计 2012 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同比增长 20%-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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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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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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发行公司债券情况
是否发行公司债券
□ 是 √ 否

天水华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肖胜利
二○一二年十月二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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