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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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营业收入（元）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上年同期

（%）

423,147,856.59

312,624,476.89

35.35%

8,400,451.49

4,073,055.13

106.24%

7,453,210.25

725,007.05

928.02%

57,618,821.65

91,270,606.86

-36.87%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3

0.01

200%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3

0.01

200%

0.68%

0.33%

0.3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的净利润（元）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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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164,188,704.31

4,355,245,407.00

18.5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1,245,319,943.58

1,236,919,492.09

0.68%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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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初至报告期期末金额

说明

-11,566.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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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减：所得税影响额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合计

838,047.01
178,962.18
56,048.22
2,153.41
947,241.2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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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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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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980
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江苏爱康实业集团有
限公司
爱康国际控股有限公
司
江阴爱康投资有限公
司
南通高胜成长创业投
资有限公司

股东性质

境内非国有法人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持有有限售条件的
股份数量

股份状态

数量

22.67%

67,999,500

67,999,500 质押

66,945,607

19%

56,993,625

56,993,625 质押

56,993,600

境内非国有法人

1.96%

5,872,500

5,872,500 质押

5,872,500

国有法人

1.12%

3,350,000
2,250,000 质押

3,000,000

境外法人

邹承慧

境内自然人

1%

3,000,000

齐志艳

境内自然人

0.8%

2,400,000

胡勃

境内自然人

0.75%

2,243,623

其他

0.71%

2,136,920

境内自然人

0.61%

1,828,092

其他

0.57%

1,701,727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上投摩根行业轮
动股票型证券投资基
金
张杰
上投摩根基金－光大
银行－上投摩根事件
驱动 3 号资产管理计
划
前 10 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股份种类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股份数量
股份种类

数量

南通高胜成长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3,350,000 人民币普通股

3,350,000

齐志艳

2,4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2,400,000

胡勃

2,243,623 人民币普通股

2,243,623

2,136,920 人民币普通股

2,136,920

张杰

1,828,092 人民币普通股

1,828,092

上投摩根基金—光大银行—上投

1,701,727 人民币普通股

1,701,727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投摩
根行业轮动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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摩根事件驱动 3 号资产管理计划
上投摩根基金公司—民生—诺亚
正行分红增长 2 号资产管理计划
中国农业银行—华夏复兴股票型
证券投资基金
范晓晨
中国建设银行－上投摩根双息平
衡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1,691,179 人民币普通股

1,691,179

1,499,999 人民币普通股

1,499,999

1,418,000 人民币普通股

1,418,000

1,407,596 人民币普通股

1,407,596

公司前十名股东中,江苏爱康实业集团有限公司、爱康国际控股有限公司、江阴爱康投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

资有限公司为同一实际控制人邹承慧控制的关联企业，上述股东存在一致行动的可能。

说明

上述其他股东未知他们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知是否属于《上市公司持股变动信
息披露管理办法》中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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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科目
应收票据
预付款项
其他流动资产
固定资产
开发支出
商誉
其他非流动资产
预收款项
应交税费
应付利息

期末
9,647,250.44
28,144,053.13
77,494,626.37
2,329,720,131.40
2,493,108.87
33,078,936.15
210,421,846.04
14,014,445.41
4,550,086.29
3,623,376.88

其他应付款

220,107,437.52

其他流动负债
长期借款
科目
营业收入
营业税金及附加
销售费用
财务费用
资产减值损失
投资收益
营业利润
营业外收入
营业外支出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失
利润总额
所得税费用
净利润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少数股东损益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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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14,745.76
981,600,000.00
本期
423,147,856.59
127,859.05
15,655,525.65
24,558,337.94
5,491.32
1,194,220.83
6,033,725.12
1,020,012.13
14,569.26
11,566.37
7,039,167.99
-3,549,732.18
10,588,900.17
8,400,451.49
2,188,448.68
57,618,821.65
-26,059,198.58
79,932,240.65

期初
增减原因
23,258,270.97 减少的主要原因系本期收到的客户票据到期托收以及增加了供应商票据
56,182,533.41 结算所致
减少的主要原因系本期末需预付采购的存货提货所致
43,421,270.46 增加的主要原因系本期未抵扣的进项税增加所致
1,649,923,163.73 增加的主要原因系本期收购瑞旭的电站其固定资产金额较大所致
1,827,886.90 增加的主要原因系本期相关开发投入增加所致
7,758,936.15 增加的主要原因系本期收购瑞旭的电站其净值与公司投资额差异所致
153,868,679.21 增加的主要原因系本期收购瑞旭的电站固定资产未抵扣增值税增加所致
7,598,334.58 增加的主要原因系部分客户增加了预付货款所致
12,722,529.11 减少的主要原因系本期末应交所得税较期初减少所致
5,839,470.55 减少的主要原因系应付利息在本支付期到期支付所致
增加的主要原因系公司收购瑞旭股权应付股权转让款及瑞旭自身其它应
38,879,628.74
付款纳入公司本期合并资产负债表所致
2,851,394.22 减少的主要原因系计提的费用计入本期损益所致
462,100,000.00 增加的主要原因系本期收购瑞旭的电站借款较大所致
上年同期
增减原因
312,624,476.89 增加的主要原因系本期边框和电力销售增加所致
460,229.04 减少的主要原因系本期应交流转税减少所致
8,644,412.26 增加的主要原因系销售增加引起物流费用增加所致
5,715,101.08 增加的主要原因系本期贷款和其他融资增加及利息全部费用化所致
20,702.38 减少的主要原因系本期计提坏账准备减少所致
199,021.45 增加的主要原因系参股公司收益增加所致
-9,015,188.39 增加的主要原因系本期销售增加所致
11,685,586.39 减少的主要原因系本期对电费补贴重分类所致
28,136.41 减少的主要原因系本期处置资产损失减少所致
28,136.41 减少的主要原因系本期处置资产损失减少所致
2,642,261.59 增加的主要原因系本期销售增加所致
-2,162,612.30 减少的主要原因系本期递延所得税资产增加所致
4,804,873.89 增加的主要原因系本期销售增加所致
4,073,055.13 增加的主要原因系本期销售增加所致
731,818.76 增加的主要原因系本期非全资子公司销售增加所致
91,270,606.86 减少的主要原因系本期其他经营性支出增加所致
-71,942,081.00 减少的主要原因系本期电站新增投入减少所致
100,289,071.37 减少的主要原因系本期融资减少所致

二、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无
重要事项概述
苏州中康 2.23MW、3.2MW 屋顶分布式
太阳能电站并网发电

披露日期

临时报告披露网站查询索引

2014 年 01 月 23 日

巨潮资讯网，公告编号：2014-08

2014 年 01 月 28 日

巨潮资讯网，公告编号：2014-10

2014 年 04 月 02 日

巨潮资讯网，公告编号：2014-33

2014 年 03 月 08 日

巨潮资讯网，公告编号：2014-21

完成收购浙江瑞旭 100%股权
苏州中康 1.5MW、4.4MW 屋顶分布式太
阳能电站并网发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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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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止报告期末，

本公司承诺 2012 年 9 月 12 日发布
苏州中昊新能源投 的《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不存在
资管理中心（有限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合伙）

漏，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完整

未发现《简式权
2012 年 09 月 12
日

长期有效

重大遗漏
截止报告期末，

本公司承诺 2012 年 11 月 7 日发布
收购报告书或权益变

无锡高德创业投资

动报告书中所作承诺

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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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发现《简式权
2012 年 11 月 07
日

长期有效

投资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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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存在虚假记载、
重大遗漏
截止报告期末，

本公司承诺 2012 年 11 月 7 日发布
的《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不存在

益变动报告书》
误导性陈述或

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南通高胜成长创业

存在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

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的《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不存在

益变动报告书》

未发现《简式权
2012 年 11 月 07
日

长期有效

益变动报告书》
存在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

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重大遗漏

资产重组时所作承诺
（1）控股股东江苏爱康实业集团
有限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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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首次公开发行或再融

发起人股东以及全

资时所作承诺

体董事、高管

自然人股东承诺：自本公司股票上

具体参见

市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不转让或

承诺内容，

者委托他人管理其直接或间接持

其中承诺

有的发行人股份，也不由发行人回

（2）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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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0 年 12 月 29
日

发起人关
于股份锁

严格执行

定的承诺

管理其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发行人

于 2012 年

股份，也不由发行人回购该部分股

8 月 15 日

份。
（3）公司全体董事、高管邹承

承诺期届

慧、易美怀、季海瑜、徐国辉、李

满

家康、黄国云承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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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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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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团
有限公司、爱康国际控股有限公
司、江阴爱康投资有限公司、实际
控制人邹承慧分别向本公司出具
了《避免同业竞争承诺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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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江苏爱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4 年第一季度报告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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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控股股东江苏爱康实业集团有限
公司参股太阳能电池组件生产企
业苏州盛康光伏科技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苏州盛康”）
，为避免同爱
康科技构成同业竞争，特作承诺如
下：自本承诺书签署之日起，如爱
康科技及下属子公司计划开展太
阳能电池组件业务或任何可能与
苏州盛康构成竞争或可能构成竞
江苏爱康实业集团
有限公司

争关系的业务，则本公司同意将持
有的苏州盛康的股权以经审计净
资产的价格转让给爱康科技，若爱

2012 年 10 月 11
日

长期有效

严格执行

一年

严格执行

康科技拒绝受让，则本公司应当将
持有苏州盛康的股权转让给无关
其他对公司中小股东

联关系的第三方以避免同业竞争。

所作承诺

本公司不利用控股股东地位影响
爱康科技关于拓展与苏州盛康产
生或可能产生竞争关系业务的决
策。在爱康科技董事会、股东大会
审议上述事宜时，本公司承诺回避
表决。
2013 年 11 月 23 日公司将首次公
开发行股票节余募集资金永久补
充流动资金，同时承诺：1、公司
公司

最近十二个月内未进行证券投资 2013 年 11 月 23
等高风险投资；2、公司在使用节 日
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后
十二个月内，不从事证券投资等高
风险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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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96%

至

8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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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幅度（%）
2014 年 1-6 月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变

2,700

动区间（万元）

至

3,700

2013 年 1-6 月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万

453.13

元）

1、 相对于去年同期，公司增加了太阳能电站持有量，电费收入对利润贡
献较大；2、 毛利率相对较高的焊带产品销售收入较去年同期大幅上升；3、

业绩变动的原因说明

边框销售量高于去年同期，铝价下降和汇率变化带来毛利的增长；4、 支
架销售增长，运营管理优化采购成本下降明显带来毛利增加。

五、证券投资情况

证券品种 证券代码 证券简称

最初投资 期初持股 期初持股 期末持股 期末持股 期末账面 报告期损 会计核算
成本（元）数量（股）比例（%）数量（股）比例（%）值（元） 益（元）

合计

0.00

0

--

0

--

0.00

0.00

科目
--

股份来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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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苏爱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邹承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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