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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重要提示  

1.1 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其董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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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1.2 如有董事未出席董事会，应当单独列示其姓名 
未出席董事姓名 未出席董事职务 未出席董事的说明 被委托人姓名 

徐小田 独立董事 因公出差  

1.3 公司第一季度财务报告未经审计。 

1.4  
公司负责人姓名 周旗钢 

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姓名 翁丽萍 

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姓名 杨波 

公司负责人周旗钢、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翁丽萍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杨波声明：保证

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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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币种:人民币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期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

期末增减(%) 

总资产(元) 1,176,298,971.42 1,124,728,889.31 4.59

所有者权益（或股东权益）(元) 754,846,736.08 754,430,880.75 0.0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元/股） 3.471 3.469 0.06

 年初至报告期期末 比上年同期增减(%)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39,521,659.96 -18.13

每股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股） -0.18  -18.13

 报告期 年初至报告期期末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

增减(%)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415,855.33 415,855.33 不适用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02 0.002  不适用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02 0.002  不适用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02 0.002  不适用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0.055 0.055 增加 7.865 个百分点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0.050 0.050 增加 7.870 个百分点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金额 

营业外收支净额 49,500.00

所得税影响额 -7,425.00

合计 42,07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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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6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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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有色金属研究总院 22,188,540 人民币普通股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博时策略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3,499,921 人民币普通股  
中国工商银行－中海能源策略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1,002,800 人民币普通股  
张国全 585,849 人民币普通股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发中证 500 指数证券投资基金(LOF) 535,279 人民币普通股  
黄淑华 512,600 人民币普通股  
黄春芳 503,800 人民币普通股  
泰康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投连－进取－019L－TL002 沪 485,000 人民币普通股  
周豪杰 447,490 人民币普通股  
许文珊 430,000 人民币普通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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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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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报告期末，公司资产负债项目大幅度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单位：元） 

 
2、报告期内，公司利润表财务指标大幅度变动情况及原因：               （单位：元） 

 

3、报告期内，公司现金流量表项目大幅度变动情况及原因：             （单位：元） 

 

3.2 重大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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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适用 √不适用 

 

3.4 预测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期末的累计净利润可能为亏损或者与上年同期相比发生大幅度变动的警示

及原因说明 

√适用 □不适用 

由于 2010 年上半年公司整体经营形势较上年同期显著好转，因而预计公司 2010 年中期净利润与

上年同期相比将扭亏为盈。 

 

3.5 报告期内现金分红政策的执行情况 

无 

 

 

有研半导体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周旗钢 

                                                                 2010 年 4 月 15 日 

 

 

 

 

 

 

 

 

项   目 
2010 年 
3 月 31 日 

2009 年 
12 月 31 日 

变动额 增减比例 变动原因 

应收票据  37,351,761.42 18,421,693.38 18,930,068.04 102.76% 收到银行承兑汇票增加所致 

预付款项  14,495,887.99 5,121,884.38 9,374,003.61 183.02% 增加进口所致 

在建工程 25,880,492.96 14,288,192.96 11,592,300.00 81.13% 购买设备所致 

应付职工薪酬 7,033,054.17 10,775,430.57 -3,742,376.40 -34.73% 上期计提职工工资，本期支付所致

财务指标 2010 年 1-3 月 2009 年 1-3 月 变动额 增减比例 变动原因 

营业收入 137,796,650.37 89,862,214.53 47,934,435.84 53.34%

营业税金及附加 168,495.15 18,751.44 149,743.71 798.57%

销售费用 1,697,492.89 1,119,655.60 577,837.29 51.61%

管理费用 6,859,890.25 16,819,961.19 -9,960,070.94 -59.22%

营业利润 366,355.33 -60,689,926.21 61,056,281.54 100.60%

净利润 415,855.33 -60,583,059.21 60,998,914.54 100.69%

报告期内，延续 2009 年底行业回

暖趋势，公司单晶硅抛光片产品市

场需求旺盛，大单晶产品销量逐步

回升，因而公司 2010 年一季度营

业收入和利润与上年同期相比大

幅回升，公司经营显著好转。 

项    目 2010 年 1-3 月 2009 年 1-3 月 变动额 增减比例 变动原因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4,950,600.00 -9,130,325.00 4,179,725.00 45.78% 购买固定资产所致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37,285,750.00 -12,141,487.50 49,427,237.50 407.09% 银行贷款增加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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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附录  

4.1  
合并资产负债表 

2010 年 3 月 31 日 

编制单位: 有研半导体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审计类型：未经审计 

项目 期末余额 年初余额 

流动资产：   

    货币资金 65,601,873.51 72,829,425.31

    结算备付金 

    拆出资金 

    交易性金融资产 

    应收票据 37,351,761.42 18,421,693.38

    应收账款 170,968,230.74 144,844,435.72

    预付款项 14,495,887.99 5,121,884.38

    应收保费 

    应收分保账款 

    应收分保合同准备金 

    应收利息 

    应收股利 

    其他应收款 3,336,956.29 2,762,999.44

    买入返售金融资产 

    存货 273,527,678.39 270,846,229.57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资产 

    其他流动资产 

      流动资产合计 565,282,388.34 514,826,667.80

非流动资产：   

    发放委托贷款及垫款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持有至到期投资 

    长期应收款 

    长期股权投资 13,249,081.28 13,249,081.28

    投资性房地产 

    固定资产 549,788,467.46 559,582,671.36

    在建工程 25,880,492.96 14,288,192.96

    工程物资 

    固定资产清理 

    生产性生物资产 

    油气资产 

    无形资产 

    开发支出 

    商誉 4,223,027.44 4,223,027.44

    长期待摊费用 8,435,851.40 9,119,585.93

    递延所得税资产 9,439,662.54 9,439,662.54

    其他非流动资产 

      非流动资产合计 611,016,583.08 609,902,221.51

          资产总计 1,176,298,971.42 1,124,728,889.31

流动负债：   

    短期借款 258,000,000.00 218,000,000.00

    向中央银行借款 

    吸收存款及同业存放 

    拆入资金 

    交易性金融负债 

    应付票据 2,310,622.56 2,051,099.90

    应付账款 57,142,157.99 57,021,429.34

    预收款项 501,641.65 488,568.75

    卖出回购金融资产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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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应付手续费及佣金 

    应付职工薪酬 7,033,054.17 10,775,430.57

    应交税费 -203,421.22 -1,764,010.32

    应付利息 

    应付股利 

    其他应付款 60,204,899.73 47,262,209.86

    应付分保账款 

    保险合同准备金 

    代理买卖证券款 

    代理承销证券款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 

    其他流动负债 27,000,000.00 27,000,000.00

      流动负债合计 411,988,954.88 360,834,728.10

非流动负债：   

    长期借款 

    应付债券 

    长期应付款 

    专项应付款 9,463,280.46 9,463,280.46

    预计负债 

    递延所得税负债 

    其他非流动负债 

      非流动负债合计 9,463,280.46 9,463,280.46

        负债合计 421,452,235.34 370,298,008.56

所有者权益（或股东权益）：   

    实收资本（或股本） 217,500,000.00 217,500,000.00

    资本公积 440,917,064.05 440,917,064.05

    减：库存股 

    专项储备 

    盈余公积 26,943,696.19 26,943,696.19

    一般风险准备 

    未分配利润 69,694,632.20 69,278,776.87

    外币报表折算差额 -208,656.36 -208,656.36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合计 754,846,736.08 754,430,880.75

    少数股东权益 

          所有者权益合计 754,846,736.08 754,430,880.75

        负债和所有者权益总计 1,176,298,971.42 1,124,728,889.31

公司法定代表人: 周旗钢  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翁丽萍  会计机构负责人:杨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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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公司资产负债表 

2010 年 3 月 31 日 

编制单位: 有研半导体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审计类型:未经审计 

项目 期末余额 年初余额 

流动资产：   

    货币资金 60,917,528.11 64,032,454.09

    交易性金融资产 

    应收票据 30,276,102.55 11,538,325.51

    应收账款 159,419,441.06 139,330,770.49

    预付款项 14,495,887.99 5,121,884.38

    应收利息 

    应收股利 

    其他应收款 2,286,212.29 2,150,130.67

    存货 226,604,032.59 224,875,779.66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资产 

    其他流动资产 

      流动资产合计 493,999,204.59 447,049,344.80

非流动资产：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持有至到期投资 

    长期应收款 

    长期股权投资 226,914,812.47 226,914,812.47

    投资性房地产 

    固定资产 321,005,858.31 328,509,052.42

    在建工程 25,880,492.96 14,288,192.96

    工程物资 

    固定资产清理 

    生产性生物资产 

    油气资产 

    无形资产 

    开发支出 

    商誉 

    长期待摊费用 8,435,851.40 9,119,585.93

    递延所得税资产 8,758,593.27 8,758,593.27

    其他非流动资产 

      非流动资产合计 590,995,608.41 587,590,237.05

        资产总计 1,084,994,813.00 1,034,639,581.85

流动负债：   

    短期借款 190,000,000.00 150,000,000.00

    交易性金融负债 

    应付票据 2,310,622.56 2,051,099.90

    应付账款 61,445,618.34 64,608,873.38

    预收款项 501,641.65 488,568.75

    应付职工薪酬 3,388,000.79 6,658,619.12

    应交税费 -629,962.79 -1,603,298.92

    应付利息 

    应付股利 

    其他应付款 59,672,010.71 46,946,995.14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 

    其他流动负债 27,000,000.00 27,000,000.00

      流动负债合计 343,687,931.26 296,150,857.37

非流动负债：   

    长期借款 

    应付债券 

    长期应付款 

    专项应付款 9,463,280.46 9,463,280.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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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预计负债 

    递延所得税负债 

    其他非流动负债 

      非流动负债合计 9,463,280.46 9,463,280.46

        负债合计  353,151,211.72  305,614,137.83 

所有者权益（或股东权益）：   

    实收资本（或股本） 217,500,000.00 217,500,000.00

    资本公积 438,988,619.19 438,988,619.19

    减：库存股 

    专项储备 

    盈余公积 26,943,696.19 26,943,696.19

    一般风险准备 

    未分配利润 48,411,285.90 45,593,128.64

所有者权益（或股东权益）合计 731,843,601.28 729,025,444.02

        负债和所有者权益（或股东权益）总计  1,084,994,813.00  1,034,639,581.85 

公司法定代表人: 周旗钢  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翁丽萍  会计机构负责人:杨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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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合并利润表 

2010 年 1—3月 

编制单位: 有研半导体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审计类型：未经审计 

项目 本期金额 上期金额 

一、营业总收入 137,796,650.37 89,862,214.53

    其中：营业收入 137,796,650.37 89,862,214.53

          利息收入 

          已赚保费 

          手续费及佣金收入 

二、营业总成本 137,430,295.04 150,552,140.74

    其中：营业成本 125,118,093.71 130,692,272.82

          利息支出 

          手续费及佣金支出 

          退保金 

          赔付支出净额 

          提取保险合同准备金净额 

          保单红利支出 

          分保费用 

          营业税金及附加 168,495.15 18,751.44

          销售费用 1,697,492.89 1,119,655.60

          管理费用 6,859,890.25 16,819,961.19

          财务费用 3,586,323.04 3,557,434.37

          资产减值损失 -1,655,934.68

    加：公允价值变动收益（损失以“－”号填列） 

        投资收益（损失以“－”号填列） 

          其中：对联营企业和合营企业的投资收益 

        汇兑收益（损失以“－”号填列） 

三、营业利润（亏损以“－”号填列） 366,355.33 -60,689,926.21

    加：营业外收入 49,500.00 106,867.00

    减：营业外支出 

      其中：非流动资产处置损失 

四、利润总额（亏损总额以“－”号填列） 415,855.33 -60,583,059.21

    减：所得税费用 

五、净利润（净亏损以“－”号填列） 415,855.33 -60,583,059.21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415,855.33 -60,583,059.21

    少数股东损益 

六、每股收益：   

    （一）基本每股收益 0.002 -0.28

    （二）稀释每股收益 0.002 -0.28

七、其他综合收益 

八、综合收益总额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综合收益总额 

    归属于少数股东的综合收益总额 

 

公司法定代表人: 周旗钢  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翁丽萍  会计机构负责人:杨波  

 



600206  有研半导体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2010 年第一季度报告 

 9

母公司利润表 

2010 年 1—3月 

编制单位: 有研半导体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审计类型：未经审计 

项目 本期金额 上期金额 

一、营业收入 137,297,124.49 84,655,825.06

    减：营业成本 124,682,302.12 124,432,844.73

        营业税金及附加 168,495.15 18,751.44

        销售费用 1,557,449.64 982,975.77

        管理费用 5,446,393.45 15,396,465.46

        财务费用 2,673,826.87 2,350,992.00

        资产减值损失 -1,655,934.68

    加：公允价值变动收益（损失以“－”号填列） 

        投资收益（损失以“－”号填列） 

          其中：对联营企业和合营企业的投资收益 

二、营业利润（亏损以“－”号填列） 2,768,657.26 -56,870,269.66

    加：营业外收入 49,500.00 97,867.00

    减：营业外支出 

      其中：非流动资产处置损失 

三、利润总额（亏损总额以“－”号填列） 2,818,157.26 -56,772,402.66

    减：所得税费用 

四、净利润（净亏损以“－”号填列） 2,818,157.26 -56,772,402.66

五、每股收益：   

    （一）基本每股收益 

    （二）稀释每股收益 

六、其他综合收益 

七、综合收益总额 

公司法定代表人: 周旗钢  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翁丽萍  会计机构负责人:杨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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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合并现金流量表 

2010 年 1—3月 

编制单位: 有研半导体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审计类型：未经审计 

项目 本期金额 上期金额 

一、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销售商品、提供劳务收到的现金 68,746,462.47 55,454,593.08

    客户存款和同业存放款项净增加额 

    向中央银行借款净增加额 

    向其他金融机构拆入资金净增加额 

    收到原保险合同保费取得的现金 

    收到再保险业务现金净额 

    保户储金及投资款净增加额 

    处置交易性金融资产净增加额 

    收取利息、手续费及佣金的现金 

    拆入资金净增加额 

    回购业务资金净增加额 

    收到的税费返还 2,756,825.93 154,664.71

    收到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804,465.11 855,084.78

      经营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72,307,753.51 56,464,342.57

    购买商品、接受劳务支付的现金 89,210,286.79 67,107,791.28

    客户贷款及垫款净增加额 

    存放中央银行和同业款项净增加额 

    支付原保险合同赔付款项的现金 

    支付利息、手续费及佣金的现金 

    支付保单红利的现金 

    支付给职工以及为职工支付的现金 12,662,601.50 11,250,290.06

    支付的各项税费 2,261,731.82 5,890,589.56

    支付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7,694,793.36 5,672,991.85

      经营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111,829,413.47 89,921,662.75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39,521,659.96 -33,457,320.18

二、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收回投资收到的现金 

    取得投资收益收到的现金 

    处置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收回的现金

净额 

    处置子公司及其他营业单位收到的现金净额 

    收到其他与投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投资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购建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支付的现金 4,950,600.00 9,130,325.00

    投资支付的现金 

    质押贷款净增加额 

    取得子公司及其他营业单位支付的现金净额 

    支付其他与投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投资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4,950,600.00 9,130,325.00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4,950,600.00 -9,130,325.00

三、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吸收投资收到的现金 

    其中：子公司吸收少数股东投资收到的现金 

    取得借款收到的现金 60,000,000.00 10,000,000.00

    发行债券收到的现金 

    收到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筹资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60,000,000.00 10,000,000.00

    偿还债务支付的现金 20,000,000.00 20,000,000.00

    分配股利、利润或偿付利息支付的现金 2,714,250.00 2,141,487.50

    其中：子公司支付给少数股东的股利、利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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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支付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筹资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22,714,250.00 22,141,487.50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37,285,750.00 -12,141,487.50

四、汇率变动对现金及现金等价物的影响 -41,041.84 -37,068.51

五、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 -7,227,551.80 -54,766,201.19

    加：期初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余额 72,829,425.31 79,918,319.85

六、期末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余额 65,601,873.51 25,152,118.66

公司法定代表人: 周旗钢  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翁丽萍  会计机构负责人:杨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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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公司现金流量表 

2010 年 1—3月 

编制单位: 有研半导体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审计类型:未经审计 

项目 本期金额 上期金额 

一、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销售商品、提供劳务收到的现金 80,658,266.62 51,427,264.38

    收到的税费返还 2,756,825.93 154,664.71

    收到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788,235.72 174,726.03

      经营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84,203,328.27 51,756,655.12

    购买商品、接受劳务支付的现金 103,256,546.67 64,240,042.15

    支付给职工以及为职工支付的现金 10,424,684.80 8,929,764.55

    支付的各项税费 1,378,427.77 4,661,626.09

    支付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5,257,163.17 4,997,524.54

      经营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120,316,822.41 82,828,957.33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36,113,494.14 -31,072,302.21

二、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收回投资收到的现金 

    取得投资收益收到的现金 

    处置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收回的现金

净额 

    处置子公司及其他营业单位收到的现金净额 

    收到其他与投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投资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购建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支付的现金 4,950,600.00 63,050.00

    投资支付的现金 

    取得子公司及其他营业单位支付的现金净额 

    支付其他与投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投资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4,950,600.00 63,050.00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4,950,600.00 -63,050.00

三、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吸收投资收到的现金 

    取得借款收到的现金 60,000,000.00

    收到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筹资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60,000,000.00

    偿还债务支付的现金 20,000,000.00 20,000,000.00

    分配股利、利润或偿付利息支付的现金 2,009,790.00 1,369,587.50

    支付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筹资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22,009,790.00 21,369,587.50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37,990,210.00 -21,369,587.50

四、汇率变动对现金及现金等价物的影响 -41,041.84 -29,005.78

五、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 -3,114,925.98 -52,533,945.49

    加：期初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余额 64,032,454.09 72,746,341.47

六、期末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余额 60,917,528.11 20,212,395.98

公司法定代表人: 周旗钢  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翁丽萍  会计机构负责人:杨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