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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重要提示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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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公司第一季度财务报告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
1.3 公司负责人安建国、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王浩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张静声明：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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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位：元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期末

增减变动（％）

资产总额（元）

1,345,740,063.80

1,417,268,464.9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元）

-688,064,518.64

-686,446,418.40

总股本（股）

299,485,000.00

299,485,000.00

-2.30

-2.2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元/股）
本报告期
营业总收入（元）

上年同期

-5.05%

0.00%

增减变动（％）

352,503,619.13

367,743,353.0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1,618,100.24

-33,413,657.33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23,891,564.06

54,590,639.81

-56.24%

0.08

0.18

-55.56%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05

-0.112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05

-0.112

每股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股）

-4.14%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
率（%）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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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合计

年初至报告期末金额

附注（如适用）

28,125.00
-60.13
28,064.8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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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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5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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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曾智华

1,461,174 人民币普通股

王敏

1,406,254 人民币普通股

邓秀玲

1,272,000 人民币普通股

马立晓

1,247,700 人民币普通股

曾平

1,2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吴爱民

1,027,631 人民币普通股

桑慧敏

893,403 人民币普通股

朱甲秀

852,979 人民币普通股

樊开源

802,270 人民币普通股

高金伟

7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种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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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期末金额

期初金额

变动比例

变动原因

货币资金

40,005,978.58

23,619,060.02

69.38%

主要为本年度月底结算回电费，还未支付外欠
款项

应收票据

372,548.11

7,500,000.00

-95.03%

主要为银行承兑汇票到期结算

应收账款

167,528,037.92

110,942,578.8
4

51.00%

主要为销售收入未及时结算导致应收账款余额增加

44,113,916.23

173,748,897.7
8

-74.61%

主要为冬季采暖期结束，原煤库存量下降

6,761,532.51

77,844,965.69

-91.31%

主要为采暖季结束，预收账款结转收入

-121.85%

主要为期初增值税留抵进项税数额较大而本期
增值税进项税小于销项税

存货
预收账款
应缴税费
其他流动负
债

1,726,601.15

-7,900,563.59

332,149.86

-

主要为计提未付的土地租赁费
期初对石家庄良村热电有限公司的投资损失金额
超过长期股权投资的账面价值部分确认为预计

预计负债
营业税金及
附加

1,222,872.59

3,781,282.72
2,126,890.19

-100.00%

负债，本年度其实现盈利予以转回

-42.50%

主要为去年同期缴纳增值税增加导致相关
附征税费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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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719,409.67

-

主要为本年度确认石家庄良村热电公司投资收益
主要为本年度确认投资收益增加；热电产品价格

利润总额

-3,406,257.37

-35,603,441.5
2

-90.43%

调增，增加收入

收到其他与
经营活动有
关的现金

1,181,000.66

7,625,561.52

-84.51%

主要为去年同期收回往来欠款

支付的各项
税费

5,134,361.53

8,612,849.33

-40.39%

去年同期缴纳增值税款，本年度未缴纳

购建固定资
产、无形资
产和其他长
期资产支付
的现金

8,504,645.50

17,387,034.29

-51.09%

去年同期支付前期所欠工程款

投资收益

分配股利、
利润或偿付
利息支付的
现金

去年同期支付中电投财务公司借款利息，其借款
-

2,655,000.00

-100.00%

去年已全部还清，本年度未产生利息

3.2 重大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3.2.1 非标意见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对注册会计师出具的带强调事项段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公司董事会予以理解。对注册会计师提出的由于公司经营亏损及
净资产为负值导致的公司持续经营能力存在重大不确定性问题的问题，董事会认为：根据石家庄市国资委与中电投集团签订
的《关于石家庄东方热电集团有限公司托管协议》约定，中电投集团应积极采取有效措施保障石家庄东方热电集团有限公司
（含石家庄东方热电股份有限公司，下同）的正常经营；中电投集团应采取有效措施，确保石家庄东方热电集团有限公司在
石家庄市范围内的供热稳定；如中电投集团不能保证石家庄东方热电集团有限公司在石家庄市范围内的供热稳定，将承担全
部损失。根据以上协议，中电投集团将在可预见的未来提供必要的财务支援，以维持公司的继续经营，因此，董事会认为依
据持续经营假设编制的 2011 年度财务报表的编制基础是合理的，同时，董事会积极采取一切措施，积极研究开发新的电（热）
源建设，寻求新的利润增长点。目前，公司参股的中电投石家庄供热有限公司 2011 年已实现盈利，参股的石家庄良村热电有
限公司 2011 年已投产，预计 2012 年可实现盈利，公司成立了检修运行等专业分公司，努力拓展生存空间，以降低不利因素
影响，确保公司持续经营能力。
对于注册会计师提出的由于公司部分机组关停可能导致公司主营业务受到影响的问题，公司董事会认为：国家发改委和石家
庄市政府“上大压小”的要求，相关各厂应根据替代热源建设情况予以关停。公司通过关停部分机组减少 15.6 万千瓦产能，
但通过参股石家庄良村热电有限公司增加 29.4 万千瓦产能，因此公司主营业务不会受到严重影响。同时由于煤热价格倒挂，
相关各厂的关停事项将有助于公司减少亏损。
对于注册会计师提出的公司借款逾期问题，董事会认为：部分借款逾期主要是由于热、电价格倒挂使得公司政策性亏损导致
资金紧张造成的，随着价格体系的逐步理顺，公司作为政策扶持的、有一定地域垄断性的公用基础设施行业，有稳定的用户
及经营收入，可以逐步解决有关借款。同时，在石家庄市国资委与中电投签订《托管协议》后，中电投财务公司仍在与各债
权单位协商公司的有关债务。
公司财务报表已充分描述影响其持续经营能力的重大事项及情况，以及公司管理层针对这些事项或情况提出的应对计划，
会计处理方法并未明显违反企业会计准则。

3.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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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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3 日常经营重大合同的签署和履行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3.2.4 其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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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市公司及其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公司持股 5%以上股东及其实际控制人等有关方在报告期内或持续到报告期内的
以下承诺事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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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业绩预告情况

亏损
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期末

累计净利润的预计数（万元）

增减变动（%）

-7,160.00

-10,609.12 下降

32.51%

-0.239

-0.35 下降

31.71%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业绩预告的说明

上年同期

由于煤炭等公司主要原材料的价格仍保持高位运行，经公司财务部门初步测算，预计公司 2012
年 1-6 月份亏损约 7160 万元。

3.5 其他需说明的重大事项
3.5.1 证券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3.5.2 报告期接待调研、沟通、采访等活动情况表
接待时间

接待地点

接待方式

2012 年 01 月-03 资本市场与股权管理
电话沟通
月
部

接待对象类型
个人

接待对象
流通股东

谈论的主要内容及提供的资料
集团公司托管情况、公司生产经
营情况等

3.6 衍生品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3.6.1 报告期末衍生品投资的持仓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董事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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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家庄东方热电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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