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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丹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3 年第一季度报告正文 

 

第一节 重要提示 

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应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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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负责人刘萍、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王李懿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郭新梅声明：保证季

度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次季报的董事会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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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主要财务数据及股东变化 

一、主要财务数据 

本报告期对以前期间财务数据是否进行了追溯调整或重述 

□ 是 √ 否  

 2013 年 1-3 月 2012 年 1-3 月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元） 49,562,432.75 46,821,033.29 5.8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7,327,046.24 7,254,899.79 0.9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的净利润（元） 
6,419,449.72 7,205,597.84 -10.91%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32,893,152.12 9,454,847.28 247.9%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458 0.0453 1.1%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458 0.0453 1.1%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0.83% 0.87% -0.04% 

 2013 年 3 月 31 日 2012 年 12 月 31 日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期末增减

(%) 

总资产（元） 1,650,102,175.22 1,293,037,007.93 27.6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890,315,620.32 882,986,790.58 0.83%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项目 年初至报告期期末金额 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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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67,760.61  

所得税影响额 160,164.09  

合计 907,596.5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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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616 

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

件的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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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丹邦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45.7% 73,116,000 73,116,000   

深圳市丹侬科技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13.5% 21,600,000 21,600,000   

益关寿 境外自然人 4.57% 7,304,000 0   

广东粤财信托有限公司－杰

凯一期 
其他 2.88% 4,600,000 0   

中国农业银行－长盛同德主

题增长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2.5% 4,005,069 0   

中国农业银行－中邮核心优

选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1.81% 2,899,726 0   

中国建设银行－信达澳银领

先增长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1.35% 2,157,494 0   

中国工商银行-建信核心精选

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1.24% 1,980,358 0   

中国工商银行－诺安中小盘

精选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0.97% 1,551,761 0   

中国建设银行－民生加银红

利回报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

投资基金 

其他 0.9% 1,442,401 0   

前 10 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股份数

量 

股份种类 

股份种类 数量 

益关寿 7,304,000 人民币普通股 7,304,000 

广东粤财信托有限公司－杰凯一期 4,6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4,600,000 

中国农业银行－长盛同德主题增长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4,005,069 人民币普通股 4,005,069 

中国农业银行－中邮核心优选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2,899,726 人民币普通股 2,899,726 

中国建设银行－信达澳银领先增长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2,157,494 人民币普通股 2,157,494 

中国工商银行-建信核心精选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1,980,358 人民币普通股 1,980,358 

中国工商银行－诺安中小盘精选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1,551,761 人民币普通股 1,551,761 

中国建设银行－民生加银红利回报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

资基金 
1,442,401 人民币普通股 1,442,401 

金元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1,430,599 人民币普通股 1,430,599 

王凌峰 1,040,000 人民币普通股 1,040,0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控股股东深圳丹邦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法人代表刘萍与深圳市

丹侬科技有限公司法人代表刘文魁为叔侄关系，除此之外,未知

其他上述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知其他股东之间是

否属于《上市公司股东持股变动信息披露管理办法》中规定的

一致行动人。 



深圳丹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3 年第一季度报告正文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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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位：元 

变动项目 期末数 期初数 增减幅度 变动说明 

货币资金 452,236,711.22 94,908,256.87 376.50% 主要系银行短期借款增加所致 

开发支出 21,578,046.40 16,403,989.91 31.54% 

主要系子公司广东丹邦承担的国

家重大科技 02 专项项目研发投

入所致 

预收款项 269,494.14 670,167.36 -59.79% 主要系预收货款结转收入所致 

所得税费用 1,536,098.56 1,163,717.47 32.00% 主要系营业利润增加所致 

短期借款 640,000,000.00 240,000,000.00 166.67% 主要系银行短期借款增加所致 

应付账款 18,214,200.65 11,477,592.32 58.69% 
主要系未到期的应付货款增加所

致 

其他应收款 4,630,879.24 32,140,851.47 -85.59% 
主要系收回子公司广东丹邦进口

设备海关保证金所致 

应交税费 1,111,718.81 1,719,023.35 -35.33% 
主要系期末应交企业所得税余额

减少所致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

债 
 56,000,000.00 -100.00% 

主要系归还国家开发银行长期借

款所致 

营业外收入 1,067,760.61 58,002.29 1740.89% 主要系收到政府补贴所致 

财务费用 6,793,407.01 3,625,260.57 87.39% 主要系短期借款利息增加所致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量净额 
32,893,152.12 9,454,847.28 247.90% 主要系收回到期货款所致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量净额 
-8,908,860.16 -184,014,828.24 95.16% 

主要系募投项目的后期投入减少

所致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量净额 
337,742,378.89 -14,294,264.60 2462.78% 主要系短期借款增加所致 

 

二、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1、公司2013年1月21日召开的第二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2013年3月11日召开的第二届董事会第十次

会议分别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符合非公开发行股票条件的议案》、《关于向特定对象非公开发行股票方

案的议案》、《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相关事宜的议案》、《关于公

司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的议案》、《关于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预案（修订版）的议案》、《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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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使用可行性分析报告（修订版）的议案》等议案，同意公司向不超过

十名特定对象非公开发行股票用于投资“微电子级高性能聚酰亚胺研发与产业化项目。公司2013年3月27日

召开的2013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批准了公司上述非公开发行股票事项。 

2、目前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事项处于申请材料撰写阶段，尚未向中国证监会进行申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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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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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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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适用 

资产重组时所作承诺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首次公开发行或再融

资时所作承诺 

实际控制人刘萍、控

股股东深圳丹邦投

资集团有限公司、股

东深圳市丹侬科技

有限公司 

关于股份锁定的承诺：自公司股票上市

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

他人管理本次发行前已持有的公司股

份，也不由公司回购其持有的股份。 

2011 年 09

月 20 日 

2011.9.20-2014.

9.19 
严格履行 

控股股东深圳丹邦

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与实际控制人刘萍

（包括控制的全资、

控股企业或其他关

联企业） 

关于避免同业竞争的承诺：本公司/本

人（包括本公司控制的全资、控股企业

或其他关联企业，下同）保证在发行人

依法存续期间，严格遵守《中华人民共

和国公司法》及其他法律、法规和发行

人《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不以任何

形式（包括但不限于直接经营或与他人

合资、合作、参股经营）从事与发行人

构成竞争的业务；保证将采取合法、有

效的措施，促使本公司/本人拥有控制

权的公司、企业与其他经济组织及本人

的其他关联企业不直接或间接从事与

发行人相同或相似的业务；不会直接或

间接投资、收购与发行人存在竞争的企

业，也不以任何方式为竞争企业提供任

何业务上的帮助；或在竞争企业或经济

组织中担任高级管理人员或核心技术

人员。若因任何原因导致出现本公司/

本人与发行人从事相同或类似业务的

情形，本公司/本人同意由发行人在同

等条件下优先收购该等业务所涉资产

或股权，和/或通过合法途径促使本公

司所控制的全资、控股企业或其他关联

2011 年 09

月 20 日 
长期有效 严格履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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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向发行人转让该等资产或控股权，

和/或通过其他公平、合理的途径对本

公司的业务进行调整以避免与发行人

的业务构成同业竞争。如违反本承诺

函，本公司/本人愿意承担由此产生的

全部责任，充分赔偿或补偿由此给发行

人造成的所有直接或间接损失。本公司

/本人不利用在发行人的控股股东/主要

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地位，损害发行人及

其他中小股东的利益。 

控股股东深圳丹邦

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关于减少关联交易的承诺：本公司及本

公司控制的其他企业将尽量避免与发

行人之间发生关联交易；对于确有必要

且无法回避的关联交易，将按照公平、

公允和等价有偿的原则进行，交易价格

按市场公认的合理价格确定，并按相关

法律、法规以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履行

交易审批程序及信息披露义务，切实保

护上市公司及中小股东利益。如因未履

行此项承诺而给发行人造成损失的，本

公司将对因此给发行人造成的损失予

以赔偿。本公司保证不利用在发行人的

控股股东地位，损害发行人及其他中小

股东的利益。 

2011 年 09

月 20 日 
长期有效 严格履行 

公司董事及高级管

理人员刘萍、王李

懿，监事邹盛和及核

心技术人员刘文魁 

关于股份转让的承诺：除三年的股份承

诺锁定期外，在其任职期间每年转让的

股份不超过本人直接及间接持有的发

行人股份总数的百分之二十五；离职后

半年内，不转让本人直接及间接持有的

发行人股份；在申报离任六个月后的十

二个月内通过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出

售发行人股票数量占本人直接及间接

持有发行人股票总数的比例不超过百

分之五十。 

2011 年 09

月 20 日 
长期有效 严格履行 

控股股东深圳丹邦

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关于承担税收追缴风险的承诺：发行人

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后，若税收主管部

门要求发行人补缴因其享受有关税收

优惠政策而免征及少征的企业所得税，

本公司将无条件全额承担发行人在发

行上市前应补缴的税款及因此所产生

的所有相关费用。 

2011 年 09

月 20 日 
长期有效 严格履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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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股股东深圳丹邦

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关于承担补缴职工住房公积金风险的

承诺：若应有权部门的要求或决定，发

行人及其子公司需为职工补缴的住房

公积金、或发行人及其子公司因未为职

工缴纳住房公积金而承担任何罚款或

损失，丹邦投资集团愿在毋须发行人支

付对价的情况下承担所有补缴金额和

相关所有费用及/或相关的经济赔偿责

任。 

2011 年 09

月 20 日 
长期有效 严格履行 

其他对公司中小股东

所作承诺 
无 无  无 无 

承诺是否及时履行 是 

未完成履行的具体原

因及下一步计划 
不适用 

是否就导致的同业竞

争和关联交易问题作

出承诺 

是 

承诺的解决期限 不适用 

解决方式 不适用 

承诺的履行情况 严格履行 

 

四、对 2013 年 1-6 月经营业绩的预计 

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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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3 年 1-6 月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变动幅度（%） -15% 至 15% 

2013 年 1-6 月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变动区间（万元） 1,869.77 至 2,529.69 

2012 年 1-6 月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万元） 2,199.73 

业绩变动的原因说明 无 

五、上市公司发生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非经营性占用资金情况 

不适用。 

六、证券投资情况 

不适用。 

                                                      深圳丹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刘萍 

                                                   二 0 一三年四月二十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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