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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老板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第三季度季度报告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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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第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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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1.9.30 2010.12.31 增减幅度（%） 

总资产（元） 1,826,796,544.56 1,684,388,677.19 8.4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元） 1,446,182,497.00 1,371,044,682.99 5.48% 

股本（股） 256,000,000.00 160,000,000.00 60.0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元/

股） 
5.65 8.57 -34.07% 

 2011 年 7-9 月 比上年同期增减（%） 2011 年 1-9 月 比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总收入（元） 354,982,314.51 23.43% 1,066,937,023.89 23.2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42,878,248.57 30.16% 123,137,814.01 31.06%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 - 163,577,760.54 22.89% 

每股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股） 
- - 0.64 -23.19%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7 -37.04% 0.48 -38.46%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7 -37.04% 0.48 -38.46%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3.01% -5.00% 8.73% -13.14%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加权平均净资产

收益率（%） 
2.97% -4.74% 8.33% -12.92%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 金额 附注（如适用）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 97,507.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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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387,482.19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110,869.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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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得税影响额 -1,072,725.88  

合计 5,523,133.1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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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8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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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国社保基金五零一组合 1,280,000 人民币普通股 

湖南华菱钢铁集团财务有限公司 1,095,500 人民币普通股 

谢玉涛 859,848 人民币普通股 

TEMASEK FULLERTON ALPHA PTE LTD 799,8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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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88,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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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88,800 人民币普通股 

陈晓军 340,500 人民币普通股 

朱伟 311,534 人民币普通股 

陈冠生 262,000 人民币普通股 

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0,8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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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62.78%，主要原因为支付募投项目设备预付款所致。 

报告期末，在建工程比年初增加 114.83%，主要原因为募投项目建设工程投入所致。 

报告期末，其他应收款比年初增加 97.76%，主要原因为保证金以及公司员工备用金借款所致。 

报告期末，递延所得税资产比年初增加 530.09%，主要原因为预提销售费用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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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2.81%，主要原因为支付员工工资及奖金所致。 

报告期末，应缴税费比年初增加 87.32%，主要原因为本期营业收入与利润总额较上年有较大增加，导致应交所得税与应交增

值税增加所致。 

报告期末，其他应付款比年初增加 164.77%，主要原因为预提销售费用以及代理商保证金增加所致。 

报告期末，股本比年初增加 60.00%，主要原因为资本公积转增股本 9600 万股所致。 

报告期末，盈余公积比年初增加 49.93%，主要原因为本期按母公司净利润 10％提取法定盈余公积增加所致。 

报告期末，未分配利润比年初增加 51.87%，主要原因为本期净利润增加所致。 

二、利润表项目 

报告期内，营业成本同比增加 30.89%，主要原因为本期产量增加所致。 

报告期内，财务费用同比减少 152.78%，主要原因为银行存款利息收入所致。 

报告期内，资产减值损失同比减少 77.03%，主要原因为本期冲回应收账款坏账准备所致。 

报告期内，营业外收入同比增加 123.3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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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业外支出同比增加 1585.94%，主要原因为本期对外捐赠所致。 

报告期内，所得税费用同比增加 32.1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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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22%、31.06%，主要原因为本期销售规模扩大，经营业绩增加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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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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1.01%，主要原因为年新增 15 万台吸油烟机技改项目，年产 100 万台厨

房电器生产建设两个募投项目的投入所致。 

报告期内，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同比减少 45.35%，主要原因为本期分配股利支付的现金较上年同期减少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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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履行承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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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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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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1 年度经营业绩的预计 

2011 年度预计的经营业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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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1 年度净利润同比变动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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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0% ～～ 50.00% 

2010 年度经营业绩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134,340,007.32 

业绩变动的原因说明 公司业绩稳定增长，成本费用控制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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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谈论的主要内容及提供的资料 

2011 年 07 月 20

日 
公司三号接待室 实地调研 

东兴证券、东北证

券、西部证券、尚雅

投资、麦星投资 

探讨公司上半年经营情况 

2011 年 07 月 28

日 
公司三号接待室 实地调研 

东方证券、景顺长城

基金 
探讨公司上半年经营情况 

2011 年 08 月 10

日 
公司三号接待室 实地调研 里昂证券 探讨公司上半年经营情况 

2011 年 08 月 15

日 
公司三号接待室 实地调研 渤海证券 探讨公司上半年经营情况 

2011 年 08 月 23

日 
公司三号接待室 实地调研 

上投摩根、泰信基

金、光大证券 
探讨公司上半年经营情况 

2011 年 08 月 29

日 
公司三号接待室 实地调研 

申银万国证券、中航

证券、民生证券、浙

商基金 

探讨公司上半年经营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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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老板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 

2011 年 10 月 1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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