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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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次季报的董事会会议。 

公司负责人仇建平、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倪淑一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

管人员)孟皓声明：保证季度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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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主要财务数据及股东变化 

一、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因会计政策变更及会计差错更正等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 

营业收入（元） 540,084,624.67 462,428,145.96 16.7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91,495,813.81 93,070,846.72 -1.6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的净利润（元） 
88,852,188.44 55,895,774.90 58.96%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27,544,920.71 173,447,663.47 -84.12%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9 0.09 0%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9 0.09 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2.55% 3.15% -0.6%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

减(%) 

总资产（元） 4,893,179,996.48 4,612,814,027.27 6.0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3,634,515,214.35 3,539,345,615.09 2.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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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436.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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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27,355.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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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661,167.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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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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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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361,277.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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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618.80  

其他符合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的损益项目 0.00  

减：所得税影响额 448,310.99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40,126.99  

合计 2,643,625.37 -- 

对公司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 1 号——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界定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以及把《公

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 1 号——非经常性损益》中列举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的项目，应

说明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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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0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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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巨星控股集团有

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48.22% 488,960,440 0   

仇建平 境内自然人 13.53% 137,168,600 102,876,450   

王玲玲 境内自然人 3.94% 39,901,920 29,926,4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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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蓓蓓 境内自然人 1.28% 12,975,480 0   

中国建设银行－

银华核心价值优

选股票型证券投

资基金 

其他 0.99% 9,999,855 0   

中国银行－华夏

回报证券投资基

金 

其他 0.83% 8,419,765 0   

中国建设银行－

华夏红利混合型

开放式证券投资

基金 

其他 0.78% 7,919,745 0   

中国对外经济贸

易信托有限公司

－昀沣证券投资

集合资金信托计

划 

其他 0.61% 6,200,222 0   

华夏成长证券投

资基金 
其他 0.58% 5,868,660 0   

兴业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中欧新

趋势股票型证券

投资基金(LOF) 

其他 0.53% 5,4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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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巨星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488,960,440   

仇建平 34,292,150   

王蓓蓓 12,975,480   

中国建设银行－银华核心价值优

选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9,999,855   

王玲玲 9,975,480   

中国银行－华夏回报证券投资基

金 
8,419,765   

中国建设银行－华夏红利混合型

开放式证券投资基金 
7,919,745   

中国对外经济贸易信托有限公司

－昀沣证券投资集合资金信托计

划 

6,200,2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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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夏成长证券投资基金 5,868,660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欧新

趋势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LOF) 
5,400,0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

说明 
巨星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仇建平、王玲玲、王蓓蓓存在关联关系 

公司股东在报告期内是否进行约定购回交易 

□ 是 √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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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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项目 2014 年 3 月 31 日 2013 年 12 月 31 日 增减% 说明 

交易性金融资

产 
225,413,286.73 143,743,942.73 56.82% 

主要系为提高资金收益率，香港巨

星国际有限公司增加了债券型金

融资产投资。 

预付款项 29,264,094.78 15,233,972.12 92.10% 
主要系预付采购款及预付工程进

度款增加所致。 

存货 234,883,578.90 159,812,828.40 46.97% 主要系原材料库存增加所致。 

应付票据 15,300,000.00 43,700,000.00 -64.99% 
主要系银行承兑汇票结算减少所

致。 

预收款项 27,308,758.78 13,059,636.72 109.11% 主要系预收客户货款增加所致。 

应付职工薪酬 16,813,841.47 41,229,699.08 -59.22% 
主要系上年年终奖金本期发放所

致。 

长期借款 354,804,662.00 118,279,860.00 199.97% 
主要系为取得较低成本的资金增

加对外币借款的融资。 

项目 2014 年 1-3 月 2013 年 1-3 月 增减% 说明 

销售费用 33,390,044.19 24,693,268.82 35.22% 主要系广告宣传费增加所致。 

财务费用 -2,407,827.52 4,973,628.37 -148.41% 
主要系人民币汇率波动导致汇兑

收益增加所致。 

公允价值变动

收益 
-19,348,890.78 1,856,208.42 -1142.39% 

主要系人民币汇率波动导致预计

远期结售汇汇兑损益增加所致。 

投资收益 35,020,536.28 10,692,121.30 227.54% 

主要系对卡森国际控股有限公司

和浙江杭叉控股股份有限公司按

照权益法确认的投资收益增加所

致。 

营业外收入 1,845,674.77 34,486,087.42 -94.65% 

主要系上年同期对卡森国际控股

有限公司持股比率增至 20.23%后,

自成本法转为权益法核算,投资成

本与取得该部分投资时应享有被

投资单位可辨认净资产公允价值

产生收益。 

二、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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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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生或以前期间发生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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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董事、监事、

高级管理人员仇建

平、王玲玲、李政、

池晓蘅、王暋、李

锋、王伟毅、余闻

天、陈杭生及何天

乐 

在本人担任股份公司董事

（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期间每年转让的股份不超

过本人所持股份公司股份

总数的 25%；本人离职后

半年内，不转让本人所持

有的股份公司股份。 

2010 年 07 月 13

日 

任职董事、监

事、高级管理人

员期间，离职后

半年内 

严格履行 

巨星控股集团有限

公司 

在其作为发行人控股股东

期间，杭州巨星投资控股

有限公司及其将来直接或

者间接控制的企业将不会

在中国境内或境外以任何

形式(包括但不限于投资、

并购、联营、合资、合作、

合伙、承包或租赁经营、

购买上市公司股票)从事

或参与对发行人主营业务

构成或可能构成实质性竞

争关系的业务或活动，亦

不会在中国境内或境外以

任何形式支持发行人及其

全资、控股子公司以外的

第三方从事或参与对发行

人主营业务构成或可能构

成实质性竞争关系的业务

或活动。如因未履行在承

诺函中所作的承诺及保证

而给发行人造成损失，杭

州巨星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将赔偿发行人的一切实际

损失。 

2009 年 04 月 05

日 

作为公司控股

股东期间 
严格履行 

仇建平、王玲玲 
在其拥有发行人实际控制

权期间，仇建平夫妇及其

2009 年 04 月 05

日 

作为公司实际

控制人期间 
严格履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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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接或者间接控制的除发

行人及其全资、控股子公

司以外的其他企业将不会

在中国境内或境外以任何

形式(包括但不限于投资、

并购、联营、合资、合作、

合伙、承包或租赁经营、

购买上市公司股票)从事

或参与对发行人主营业务

构成或可能构成实质性竞

争关系的业务或活动，亦

不会在中国境内或境外以

任何形式支持发行人及其

全资、控股子公司以外的

第三方从事或参与对发行

人主营业务构成或可能构

成实质性竞争关系的业务

或活动。如因未履行在承

诺函中所作的承诺及保证

而给发行人造成损失，仇

建平夫妇将赔偿发行人的

一切实际损失。 

其他对公司中小股东所作

承诺 
     

承诺是否及时履行 是 

四、对 2014 年 1-6 月经营业绩的预计 

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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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4 年 1-6 月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变

动幅度（%） 
5% 至 20% 

2014 年 1-6 月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变

动区间（万元） 
17,829 至 20,376 

2013 年 1-6 月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万

元） 
16,980 

业绩变动的原因说明 主要系本期新增订单、毛利率的增长及对联营企业的投资收益增加所致。 

五、证券投资情况 

证券品种 证券代码 证券简称 
最初投资

成本（元） 

期初持股

数量（股） 

期初持股

比例（%） 

期末持股

数量（股） 

期末持股

比例（%） 

期末账面

值（元） 

报告期损

益（元） 

会计核算

科目 
股份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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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计 0.00 0 -- 0 -- 0.00 0.00 -- -- 

证券投资审批董事会公告披露

日期 
 

证券投资审批股东会公告披露

日期 
 

持有其他上市公司股权情况的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杭州巨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仇建平 

                                                         二〇一四年四月二十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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