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恆天凱馬股份有限公司
2015年第一季度報告正文

一、重要提示
1.1�公司董事會、監事會及董事、監事、高級管理人員應當保證季度報告內容的真實、準確、完整，不存在虛假

記載、誤導性陳述或者重大遺漏，並承擔個別和連帶的法律責任。
1.2�公司全體董事出席董事會審議季度報告。
1.3�公司負責人李顏章、主管會計工作負責人郭雲飛及會計機構負責人（會計主管人員）陸愛萍保證季度報告中

財務報表的真實、準確、完整。
1.4�本公司第一季度報告未經審計。

二、公司主要財務數據和股東變化
1.5�主要財務數據

單位：元��幣種：人民幣

本報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報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減
（%）

總資產 4,251,462,904.02 4,046,908,505.60 5.05
歸屬於上市公司股東的淨資產 831,922,050.18 830,195,733.31 0.21

年初至報告期末 上年初至上年報告期末 比上年同期增減（%）
經營活動產生的現金流量淨額 40,969,072.40 -53,092,119.41 不適用

年初至報告期末 上年初至上年報告期末 比上年同期增減（%）
營業收入 1,341,286,800.67 1,509,401,435.95 -11.14
歸屬於上市公司股東的淨利潤 1,847,017.88 3,390,370.06 -45.52
歸屬於上市公司股東的扣除非經常性損益
的淨利潤 -2,516,801.83 1,759,953.94 -243.00

加權平均淨資產收益率（%） 0.22 0.34 減少0.12�個百分點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029 0.0053 -45.28
稀釋每股收益（元/股） 0.0029 0.0053 -45.28

非經常性損益項目和金額
�√ 適用��□不適用�

單位：元��幣種：人民幣

項目 本期金額 說明
非流動資產處置損益 572,318.26 　
越權審批，或無正式批准文件，或偶發性的稅收返還、減免 　
計入當期損益的政府補助，但與公司正常經營業務密切相關，符合國家政策規定、按照一定標準定額或
定量持續享受的政府補助除外 1,812,913.52 　

計入當期損益的對非金融企業收取的資金佔用費 　
企業取得子公司、聯營企業及合營企業的投資成本小於取得投資時應享有被投資單位可辨認淨資產公允
價值產生的收益 　

非貨幣性資產交換損益 　
委託他人投資或管理資產的損益 　
因不可抗力因素，如遭受自然災害而計提的各項資產減值準備 　
債務重組損益 　
企業重組費用，如安置職工的支出、整合費用等 　
交易價格顯失公允的交易產生的超過公允價值部分的損益 　
同一控制下企業合併產生的子公司期初至合併日的當期淨損益 　
與公司正常經營業務無關的或有事項產生的損益 　

除同公司正常經營業務相關的有效套期保值業務外，持有交易性金融資產、交易性金融負債產生的公允
價值變動損益，以及處置交易性金融資產、交易性金融負債和可供出售金融資產取得的投資收益 2,663,500.00 　

單獨進行減值測試的應收款項減值準備轉回 　
對外委託貸款取得的損益� 　
採用公允價值模式進行後續計量的投資性房地產公允價值變動產生的損益 　
根據稅收、會計等法律、法規的要求對當期損益進行一次性調整對當期損益的影響 　
受托經營取得的托管費收入 　
除上述各項之外的其他營業外收入和支出 262,444.32 　
其他符合非經常性損益定義的損益項目 　
少數股東權益影響額（稅後） -750,055.34 　
所得稅影響額 -197,301.05 　
合計 4,363,819.71 　

1.6�截止報告期末的股東總數、前十名股東、前十名流通股東（或無限售條件股東）持股情況表
單位：股

股東總數（戶） 31,743
前十名股東持股情況

股東名稱（全稱） 期末持股
數量 比例(%) 持有有限售條件股份數

量
質押或凍結情況

股東性質
股份狀態 數量

中國恆天集團有限公司 190,926,520 29.83 190,926,520 無 0 國有法人
濰柴控股集團有限公司 77,649,853 12.13 77,649,853 無 0 國有法人
南昌工業控股集團有限公司 64,000,000 10 64,000,000 無 0 國有法人
山東萊動內燃機有限公司 36,861,602 5.76 36,861,602 無 0 國有法人
壽光市資產經營公司 21,705,332 3.39 21,705,332 無 0 國有法人
天津港保稅區潤佳國際貿易有限公司 3,519,152 0.55 3,519,152 無 0 境內非國有法人
中國紡織科學技術開發總公司 2,784,066 0.44 2,784,066 無 0 國有法人
上海內燃機研究所 2,281,195 0.36 2,281,195 無 0 國有法人
嚴根才 1,842,010 0.29 0 無 0 境內自然人
VANGUARD�TOTAL�INTERNATIONAL
STOCK�INDEX�FUND 1,581,600 0.25 0 無 0 境外法人

前十名無限售條件股東持股情況

股東名稱 持有無限售條件流通
股的數量

股份種類及數量
種類 數量

嚴根才 1,842,010 境內上市外資股 1,842,010
VANGUARD�TOTAL�INTERNATIONAL
STOCK�INDEX�FUND 1,581,600 境內上市外資股 1,581,600

中國恆天控股有限公司 1,379,900 境內上市外資股 1,379,900
朱旭東 1,142,600 境內上市外資股 1,142,600
SPDR�INDEX�SHARES�FUNDS-SPDR�R
S�AND�P�ASIA�PACIFIC�EMERGING�ETF 1,118,920 境內上市外資股 1,118,920

CREDIT�SUISSE�(HONG�KONG)�LIMITED 1,000,000 境內上市外資股 1,000,000
王振彬 914,365 境內上市外資股 914,365
邢福榮 791,664 境內上市外資股 791,664
王愛娣 702,911 境內上市外資股 702,911
鮑濘 702,900 境內上市外資股 702,900

上述股東關聯關係或一致行動的說明

前十名股東中，第一大股東中國恆天集團有限公司是中國紡織科學技術開
發總公司的實際控制人；中國恆天控股有限公司是中國恆天集團有限公司
在香港設立的子公司。除此之外，本公司未知其它股東之間是否存在關聯
關係或一致行動人的情況。

表決權恢復的優先股股東及持股數量的說明 不適用

1.7�截止報告期末的優先股股東總數、前十名優先股股東、前十名優先股無限售條件股東持股情況表
�□適用��√  不適用�

三、重要事項
1.8�公司主要會計報表項目、財務指標重大變動的情況及原因
�√  適用��□不適用�

資產負債表
項����目 期末餘額（元） 期初餘額（元） 增減額（元） 增減率% 增減原因
應收票據 297,164,714.41� 149,081,758.44� 148,082,955.97� �99.33�客戶以票據結算方式支付貨款增加。
一年內到期的非
流動資產 ��7,777,135.00� �12,777,135.00� �-5,000,000.00� -39.13�係子公司無錫凱馬收到廠區搬遷款。

開發支出 �10,837,776.64� ��4,069,937.19� ��6,767,839.45� 166.29�主要係新產品開發投入增加。
遞延所得稅資產 ��2,766,837.55� ��1,616,837.55� ��1,150,000.00� �71.13�係子公司無錫凱馬支付的遞延所得稅。
應付票據 384,727,040.00� 290,586,000.00� �94,141,040.00� �32.40�以票據方式支付供應商貨款增加。
利潤表
項����目 本期發生額（元） 上期發生額（元） 增減額（元） 增減率% 增減原因

投資收益 2,663,500.00 0 ��2,663,500.00�
本期轉讓中國重汽集團泰安五嶽專用汽
車有限公司股權產生的收益。公告號：
臨2015-005�

營業利潤 ��9,870,561.38� �16,536,457.56� �-6,665,896.18� -40.31�

公司本期受主導產品經濟型載貨汽車排
放標準升級、農機市場與工程礦山機械
市場繼續下滑影響，銷售收入下降，營
業利潤減少。

利潤總額 �12,518,237.48� �18,736,782.64� �-6,218,545.16� -33.19�營業利潤減少，利潤減少。
所得稅費用 ��4,020,603.29� ��7,163,677.31� �-3,143,074.02� -43.88�利潤減少，所得稅費用下降。
歸屬於母公司股
東的淨利潤 1,847,017.88� ��3,390,370.06� �-1,543,352.18� -45.52�利潤減少，歸母淨利潤下降。

現金流量表
項����目 本期發生額（元） 上期發生額（元） 增減額（元） 增減率% 增減原因
經營活動產生的
現金流量淨額 �40,969,072.40� -53,092,119.41� �94,061,191.81� 不適用 去年同期有大額應付票據到期，故本期

現金流出較上期減少。
投資活動產生的
現金流量淨額 �-7,314,090.69� �-2,934,256.27� �-4,379,834.42� 不適用 主要系購建固定資產支出增加。

籌資活動產生的
現金流量淨額 �-5,977,241.12� -26,949,895.85� �20,972,654.73� 不適用 去年同期償還了部分銀行借款，故本期

現金流出較上期減少。

1.9�重要事項進展情況及其影響和解決方案的分析說明
�□適用��√  不適用�
1.10�公司及持股5%以上的股東承諾事項履行情況
�√  適用��□不適用�

承諾背景 承諾方 承諾內容 承諾時間及期限 是否有履行
期限

是否及時
嚴格履行

收購報告書中所作承諾
中國恆天集團有限公司 恆天集團避免與凱馬股份同業競

爭的承諾�
2010年8月16日到
2015年8月15日 是 是

中國恆天集團有限公司 規範和減少與上市公司關聯交易
的承諾

2010年8月16日，
長期有效 否 是

1.11�預測年初至下一報告期期末的累計淨利潤可能為虧損或者與上年同期相比發生重大變動的警示及原因說明
�□適用��√  不適用�

公司名稱 恆天凱馬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李顏章
日期 2015-04-2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