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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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负责人邹承慧、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易美怀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 王能海声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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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19,755,952.93

2,711,010,978.43

22.4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
者权益（元）

1,252,951,450.38

1,387,713,917.73

-9.71%

300,000,000.00

200,000,000.00

50%

4.18

6.94

-39.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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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上年同期增减（%）

2012 年 1-9 月

比上年同期增减（%）

507,655,761.50

25.50%

1,077,972,961.15

-2.2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元）

4,706,369.56

-47.15%

-31,671,677.08

-115.99%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
额（元）

--

--

-101,241,275.47

-1,278.95%

每股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量净额（元/股）

--

--

-0.34

-1,365.52%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2

-90.67%

-0.11

-112.88%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2

-90.67%

-0.11

-112.88%

0.38%

-3.87%

-2.31%

-28.99%

-0.49%

-1.44%

-3.37%

-1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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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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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68,431.69

越权审批或无正式批准文件的税收返还、减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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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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计入本期的江苏省科技成果转化资金、金
太阳示范工程财政补助资金和光伏电站建
19,556,395.01 设组件采购补贴，以及收到张家港杨舍镇
政府突出贡献奖和江阴财政局其他涉外发
展服务支出补贴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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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73,05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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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7,217.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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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67,666.94

所得税影响额

-4,026,642.55

合计

14,613,921.3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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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青海电站发电财政补贴

涉及金额（元）

说明

按与青海省电力公司签订合同每度电 1.15 元，其中 0.796 元由财
17,050,922.62 政补贴，计入营业外收入，但该收入属于与日常业务数量相关且
经营性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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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460
前十名无限售条件流通股股东持股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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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末持有无限售条件股份的
数量

股东名称

股份种类及数量
种类

数量

南通高胜成长创业投资有限公
司

18,665,763 人民币普通股

18,665,763

无锡高德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17,285,051 人民币普通股

17,285,051

海澜集团有限公司

13,5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13,500,000

苏州中昊新能源投资管理中心
（有限合伙）

11,915,000 人民币普通股

11,915,000

高投名力成长创业投资有限公
司

9,493,875 人民币普通股

9,493,875

绍兴平安创新投资有限责任公
司

5,249,250 人民币普通股

5,249,250

江苏高胜科技创业投资有限公
司

3,167,109 人民币普通股

3,167,109

杨琳

1,380,685 人民币普通股

1,380,685

赵瑞娟

1,288,000 人民币普通股

1,288,000

邹承慧

750,000 人民币普通股

750,000

股东情况的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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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资产负债表项目
货币资金
交易性金融资产

期末余额
610,147,153.09
841,050.00

应收票据

84,288,970.24

应收账款
预付款项

425,251,501.12
117,614,187.92

应收利息
其他应收款

3,075,544.63
165,744,663.17

存货

133,553,620.28

其他流动资产

6,884,452.09

在建工程
工程物资
应付票据
应付账款

356,351,848.08
232,002,759.65
368,239,084.20
466,565,022.95

应交税费
应付利息

-152,193,101.63
2,529,276.57

其他流动负债

2,491,839.03

年初余额
增减比例
原因
894,117,843.09
-31.76% 减少的主要原因系本期经营活动净流出和投资活动净流出
增加较多所致
368,000.00 128.55% 增加的主要原因系远期外汇合约产生公允价值变动收益所
致
9,150,000.00 821.19% 增加的主要原因系本期客户以银行承兑汇票结算金额较多
所致
200,997,071.46 111.57% 增加的主要原因系三季度销售额增加所致
70,556,067.17
66.70% 增加的主要原因系青海已完工电站预付款尚未取得供应商
发票所致
2,108,793.83
45.84% 增加的主要原因系本期银行存款应收利息收入增加所致
59,191,461.48 180.01% 增加的主要原因系应收客户的尚未兑付国内信用证及应收
光伏电站厂项目保证金增加较多所致
206,873,093.48
-35.44% 减少的主要原因系公司电厂建设消化了抵扣应收款购入的
组件以及公司减少库存储备所致
3,169,582.45 117.20% 增加的主要原因系信保保险费、广告费、电话预付款等增
加所致
270,560,869.19
31.71% 增加的主要原因系新增电厂处于建设期原因所致
1,816,175.24 12674.25% 增加的主要原因系电站建设购置光伏组件所致
120,198,240.00 206.36% 增加的主要原因系公司采购业务采用票据结算增加所致
209,715,981.51 122.47% 增加的主要原因系延长了供应商结算期及新增了电站工程
款所致
-61,121,536.42 149.00% 减少的主要原因系电站建设购进组件增加进项税金所致
4,278,422.27
-40.88% 减少的主要原因系公司本期尚未结算的借款利息较期初大
幅度减少所致
819,374.72 204.11% 增加的主要原因系本期预提的运输费增加较多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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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期借款

431,700,000.00

254,700,000.00

其他非流动负债
实收资本（或股本）
未分配利润
少数股东权益

111,720,246.88
300,000,000.00
96,684,574.72
41,367,698.95

80,662,800.00
200,000,000.00
227,631,287.99
13,412,323.91

利润表项目
财务费用
资产减值损失

本期金额
46,114,029.46
1,216,364.18

上期金额
增减比例
原因
27,007,912.95
70.74% 增加的主要原因系本期公司借款增加利息支出增加所致
35,575.12 3319.14% 增加的主要原因系本期计提的应收款项坏账准备计提增加
所致
2,511,620.00
-81.17% 减少的主要原因系远期外汇合约公允价值变动所致
174,806,579.79
-93.98% 减少的主要原因系去年同期转让广东爱康太阳能科技有限
公司部分股权产生收益所致
1,888,281.90 1906.15% 增加的主要原因系政府发电补助和光伏电站建设采购补贴
增加所致
47,862.67 3510.45% 增加的主要原因系处置固定资产损失增加所致
23,865,506.55
-96.84% 减少的主要原因系公司本期因营业亏损导致本期应缴企业
所得税费用大幅度减少所致

公允价值变动收益
投资收益

473,050.00
10,516,584.03

营业外收入

37,881,825.93

营业外支出
所得税费用

1,728,055.52
755,123.42

现金流量表项目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本期金额
-101,241,275.47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320,851,520.31
137,580,035.37

69.49% 增加的主要原因系本年度资本性支出较大，增加长期借款
所致
38.50% 增加的主要原因系本期收到金太阳工程补贴款所致
50.00% 增加的主要原因系本公司资本公积转增股本所致
-57.53% 减少的主要原因系本期亏损及对股东进行现金分红所致
208.43% 增加的主要原因系下属非全资子公司增资及盈利所致

上期金额
增减比例
原因
8,587,393.91 -1278.95% 本期减少的主要原因系本期主营业务毛利降低，同时期末
应收账款增加所致
-249,051,465.91
28.83% 本期增加的主要原因系电站建设采购投入所致
963,250,327.32
-85.72% 本期减少的主要原因系上期有募集资金流入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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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苏州中昊新能源投 本公司承诺 2012 年 9 月 12 日发布 2012 年 09 月 长期有效

截止报告期

4

江苏爱康太阳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第三季度报告摘要

报告书中所作承诺

资管理中心（有限 的《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不存在 12 日
合伙）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完整
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末，未发现
《简式权益
变动报告书》
存在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
漏

资产置换时所作承诺

发行时所作承诺

（1）控股股东江苏爱康实业有限
责任公司、爱康国际控股有限公
司、江阴爱康投资有限公司、实际
控制人邹承慧、爱康投资其他全体
自然人股东承诺：自本公司股票上
市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不转让或
者委托他人管理其直接或间接持
有的发行人股份，也不由发行人回
购该部分股份。
（2）其他发起人股
东承诺：自本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
十二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
管理其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发行人
股份，也不由发行人回购该部分股
份。
（3）公司全体董事、高管邹承
慧、易美怀、季海瑜、徐国辉、李
家康、黄国云、钟德鸣承诺：本人
在担任发行人董事、高级管理人员
期间，每年转让的股份不超过本人
直接或间接持有公司股份总数的
百分之二十五；自离职后半年内，
不转让本人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公
司股份。
（4）控股股东江苏爱康实
业有限责任公司、爱康国际控股有
限公司、江阴爱康投资有限公司、
发起人股东以及全 实际控制人邹承慧分别向本公司 2010 年 12 月
体董事、高管
出具了《避免同业竞争承诺函》， 29 日
承诺：本公司（本人）将尽职、勤
勉地履行《公司法》
、
《公司章程》
所规定的股东职责，不利用股份公
司的股东地位损害股份公司及股
份公司其他股东、债权人的合法权
益。在本承诺书签署之日，本公司、
本公司（或本人）控制的其他企业
均未生产、开发任何与股份公司生
产、开发的产品构成竞争或可能构
成竞争的产品，未直接或间接经营
任何与股份公司经营的业务构成
竞争或可能构成竞争的业务，也未
参与投资任何与股份公司生产、开
发的产品或经营的业务构成竞争
或可能构成竞争的其他公司、企业
或其他组织、机构。自本承诺书签
署之日起，本公司、本公司（或本
人）控制的其他企业将不生产、开
发任何与股份公司生产、开发的产
品构成竞争或可能构成竞争的产
品，不直接或间接经营任何与股份
公司经营的业务构成竞争或可能
构成竞争的业务，也不参与投资任
何与股份公司生产的产品或经营

具体参见承
诺内容，其中
承诺（2）其
他发起人关
于股份锁定 严格执行
的承诺于
2012 年 8 月
15 日承诺期
届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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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业务构成竞争或可能构成竞争
的其他企业。自本承诺书签署之日
起，如本公司、本公司（或本人）
控制的其他企业进一步拓展产品
和业务范围，或股份公司进一步拓
展产品和业务范围，本公司或本公
司控制的其他企业将不与股份公
司现有或拓展后的产品或业务相
竞争；若与股份公司及其下属子公
司拓展后的产品或业务产生竞争，
则本公司或本公司控制的其他企
业将停止生产或经营相竞争的业
务或产品，或者将相竞争的业务或
产品纳入到股份公司经营，或者将
相竞争的业务或产品转让给无关
联关系的第三方的方式避免同业
竞争。
（5）发行人、发行人控股股
东、发行人实际控制人分别出具承
诺函，承诺不发生关联方资金拆借
行为。
2011 年 10 月 17 日公司使用募集
资金补充流动资金，公司保证在最
近十二个月内未进行证券投资等
高风险投资，并承诺补充流动资金
后，十二个月内不进行证券投资等
2011 年 10 月 具体参见承
高风险投资。
2012 年 5 月 16
17 日
诺内容
日公司使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
充流动资金，公司承诺在使用闲置
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期间，
不进行证券投资或金额超过 1000
万元人民币的风险投资；

严格执行

基于对公司未来持续稳定发展的
信心，邹承慧先生在 2012 年 9 月
20 日增持公司股票 3000000 股，
计划在未来 12 个月内根据中国证
监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
定以及市场情况继续增持本公司
股票不超过 5700000 股（含本次已
2012 年 09 月 增持期间及
实际控制人邹承慧 增持股份在内，占公司总股本的
20 日
法定期限内
1.9%）
，最低增持不低于 3000000
股（含本次增持在内）
。在增持期
间及法定期限内不减持其所持有
的公司股份，并严格遵守有关规
定，不进行内幕交易、敏感期买卖
股份、短线交易, 增持期间及法定
期限内不超计划增持。

严格执行

公司

其他对公司中小股东所
作承诺

承诺是否及时履行

√ 是 □ 否 □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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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关联交易问题作出承
诺

√ 是 □ 否 □ 不适用

承诺的解决期限
解决方式
承诺的履行情况

以上承诺均严格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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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对 2012 年度经营业绩的预计
2012 年度预计的经营业绩情况：业绩亏损
业绩亏损
2012 年度净利润亏损（万元）

-5,000

至

2011 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3,500
198,051,878.81

1、2011 年度净利润中包含公司对参股子公司的股权转让收益 1.47 亿元；2、
受光伏市场需求不振影响，边框产品销量稳定但毛利率下降明显；3、公司
三个募投项目已陆续完工投入使用，新增产能品质上升过程中因固定资产、
人员、不良品损失的增加使成本上升；4、公司为不断提高核心竞争力，加
大了对行业新产品的研发力度,研发经费的投入增加了管理费用的支出；5、
通过对光伏行业的分析，公司审时度势开始涉足太阳能电站领域，因电站
建设投资规模及建设过程中路条取得时间的影响使融资成本增加；6、四季
度随着电站建设的开展，管理费用相应增加，同时欧美双反的明确使组件
厂商减缓了对配件采购的需求，公司业绩略有下降。

业绩变动的原因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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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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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定代表人签字：邹承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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