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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老板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第一季度季度报告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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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负责人任建华、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张国富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张国富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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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85,869,527.64 1,919,394,551.04 3.4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元） 1,552,436,447.86 1,510,036,735.63 2.81% 

总股本（股） 256,000,000.00 256,000,000.00 0.0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元/股） 6.06 5.90 2.71%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增减变动（％） 

营业总收入（元） 354,508,426.15 302,388,922.94 17.2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42,399,712.23 31,632,378.27 34.04%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61,157,234.64 51,846,562.55 17.96% 

每股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股） 0.24 0.20 20.00%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7 0.20 -15.00%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7 0.20 -15.0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2.73% 2.28% 0.45%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

率（%） 
2.36% 2.22% 0.14%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 年初至报告期末金额  附注（如适用）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 3,752.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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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823,661.46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53,343.97  

所得税影响额 -1,089,297.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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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计 5,791,460.8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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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8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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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种类 

杭州联和投资有限公司 12,8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美好资本投资有限公司 10,004,000 人民币普通股 

中国工商银行－易方达价值成长混合型证券

投资基金 
1,497,707 人民币普通股 

全国社保基金五零一组合 1,280,000 人民币普通股 

中国工商银行－汇添富民营活力股票型证券

投资基金 
1,045,776 人民币普通股 

中国工商银行－汇添富成长焦点股票型证券

投资基金 
1,017,364 人民币普通股 

谢玉涛 889,963 人民币普通股 

中国太平洋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分红-个

人分红 
745,115 人民币普通股 

中国太平洋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传统－

普通保险产品 
738,800 人民币普通股 

张晶 550,8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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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资产负债表项目 

报告期末，预付款项比年初增加 59.45%，主要原因为支付募投项目设备采购预付款所致。 

报告期末，其他应收款比年初增加 76.46%，主要原因为招投标保证金以及公司员工备用金借款增加所致。 

报告期末，长期股权投资比年初增加 4998.73%，主要原因为公司使用超募资金 5000 万元投资设立了全资子公司——杭州名

气电器有限公司所致。 

报告期末，递延所得税资产比年初增加 323.99%，主要原因为预提销售费用产生的暂时性差异所致。 

报告期末，应付职工薪酬比年初减少 94.84%，主要原因为上年底员工工资及奖金在本报告期内支付完毕所致。 

报告期末，其他应付款比年初增加 70.30%，主要原因为预提销售费用以及代理商保证金增加所致。 

二、利润表项目 

报告期内，营业税金及附加同比增加 38.14%，主要原因为销售收入增加，导致应缴税收增加所致。 

报告期内，管理费用同比增加 32.03%，主要原因为研发投入增加以及管理岗位员工增加所致。 

报告期内，财务费用同比减少 210.00%，主要原因为银行存款利息收入增加所致。 

报告期内，营业外收入同比增加 420.29%，主要原因为本期收到的政府补助较上年同期增加所致。 

报告期内，营业外支出同比减少 93.46%，主要原因为本期对外捐赠减少所致。 

报告期内，所得税费用同比增加 39.36%，主要原因为本期盈利增加，所得税相应增加所致。 

报告期内，利润总额、净利润分别同比增加 34.88%、34.04%，主要原因为本期销售规模扩大，业绩提升所致。 

三、现金流量表项目 

报告期内，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同比增加 333.50%，主要原因为募投项目投入增加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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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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1 非标意见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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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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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承诺事项 承诺人 承诺内容 履行情况 

股改承诺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收购报告书或权益变动报告书中所作承

诺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重大资产重组时所作承诺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发行时所作承诺 
实际控制人、股

东及高管 

 公司实际控制人任建

华、控股股东老板集团、

公司股东金创投资、银

创投资、合创投资及 12

名自然人股东均承诺：

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

三十六个月内，不转让

或者委托他人管理其所

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公司

本次公开发行股票前已

发行的股份，也不由公

司回购该部分股份。 

 公司股东美好资本和

联和投资均承诺：自公

司股票上市之日起十二

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

托他人管理其所持有的

公司本次公开发行股票

前已发行的股份，也不

由公司回购该部分股

份。 

  直接和间接持有公司

股份的公司董事、监事、

高级管理人员承诺：在

上述三十六个月的限售

履行承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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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届满后，在其任职期

间每年转让的股份不超

过其直接或间接持有公

司股份总数的百分之二

十五；离职后半年内，

不转让其所直接或间接

持有的公司股份。 

其他承诺（含追加承诺）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3.4 对 2012 年 1-6 月经营业绩的预计 

2012 年 1-6 月预计的经营业

绩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比上年同期增长幅度小于 50% 

2012 年 1-6 月净利润同比变

动幅度的预计范围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比上年同期增长幅度

为： 
10.00% ～～ 40.00% 

2011 年 1-6 月经营业绩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80,259,565.44 

业绩变动的原因说明 公司业绩稳定增长，成本费用有效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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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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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1 月 05

日 
公司三号接待室 实地调研 机构 广东新价值投资 探讨公司 2011 年度经营情况 

2012 年 02 月 09

日 
公司三号接待室 实地调研 机构 

湘财证券、东方证

券、长信基金 
探讨公司 2011 年度经营情况 

2012 年 03 月 13

日 
公司视频会议室 电话沟通 机构 

国信证券、国金证

券、国泰君安证券、

易方达基金、长盛

基金等 

探讨公司 2011 年度经营情况 

2012 年 03 月 13

日 
杭州 书面问询 机构 广大投资者 

公司 2011年度业绩网上说明会，

解答投资者的咨询 

2012 年 03 月 14

日 
西安 实地调研 其他 

国信证券、国金证

券、广发证券、海

通证券、浙商证券、

安信证券、嘉实基

金等 

解答公司 2011 年度报告披露的

相关事项、探讨公司发展战略 

2012 年 03 月 20

日 
公司三号接待室 实地调研 机构 汇添富基金 探讨公司 2011 年度经营情况 

2012 年 03 月 23

日 
公司三号接待室 实地调研 机构 安信基金 探讨公司 2011 年度经营情况 

3.6 衍生品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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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1 报告期末衍生品投资的持仓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杭州老板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 

2012 年 4 月 2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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