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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告的內容概不負責，
對其準確性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對因本公告全部或任何
部分內容而產生或因倚賴該等內容而引致的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二零一一年第一季度報告

重要提示

本公告乃根據《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第13.09條作出。南京熊猫
電子股份有限公司（「本公司」）董事會（「董事會」）、監事會及其董事、監事、高級
管理人員保證二零一一年第一季度報告（「本季度報告」）所載資料不存在任何虛假
記載、誤導性陳述或者重大遺漏，並對其內容的真實性、準確性和完整性承擔個
別及連帶責任。

本季度報告乃按照中國證監會關於上市公司季度報告信息披露的有關規定編製，
並在香港和上海同步刊登。本公司股東及公眾投資者在買賣股份時，應注意投資
風險。

本季度報告所載財務數據乃根據中國企業會計準則編製，並未經審計。

全體董事出席了於2011年4月28日舉行之董事會會議。

本公司副董事長徐國飛先生、總會計師沈見龍先生及財務部部長吳毓臻女士聲明：
保證本季度報告中財務報告的真實、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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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公司情況

1.1 主要會計數據及財務指標（按中華人民共和國企業會計準則編製，未經審計）

單位：人民幣（元）

本報告期末 上年度期末 比上年度期末
(2011年3月31日) (2010年12月31日) 增減

(%)

總資產 2,509,787,364.27 2,561,842,569.56 –2.03

所有者權益（或股東權益） 1,490,857,814.77 1,476,137,181.18 1.00

歸屬於上市公司股東的每股淨資產 2.28 2.25 1.00

年初至

報告期期末 比上年
（2011年1–3月） 同期增減

(%)

經營活動產生的現金流量淨額 4,412,979.32 104.66

每股經營活動產生的現金流量淨額 0.01 104.66

年初至 本報告期
報告期 報告期期末 比上年同期

（2011年1–3月） （2011年1–3月） 增減
(%)

歸屬於上市公司股東的淨利潤 14,720,633.59 14,720,633.59 112.69

基本每股收益 0.0225 0.0225 112.69

扣除非經常性損益後基本每股收益 0.0180 0.0180 260.83

稀釋每股收益 0.0225 0.0225 112.69

加權平均淨資產收益率(%) 0.99 0.99 增加0.52個百分點
扣除非經常性損益後的加權平均
 淨資產收益率(%) 0.79 0.79 增加0.57個百分點



— 3 —

年初至報告期

期末金額

非經常性損益項目 （2011年1–3月）

非流動資產處置損益 941,966.20

計入當期損益的政府補助，但與企業業務密切相關，
 按照國家統一標準定額或定量享受的政府補助除外 2,260,000.00

債務重組損益 551,696.59

除上述各項之外的其他營業外收支淨額 -292,325.72

企業所得稅影響數 -415,854.62

歸屬於少數股東的非經常性損益淨額 -85,575.55

合計 2,959,906.90

1.2 報告期末股東總數及前十名無限售條件流通股股東持股情況（截至2011年3月31日）

1.2.1 報告期末股東總數（戶）

報告期末股東總數為19,768戶，其中：A股股東19,719戶，H股股東49戶。

1.2.2 前十名無限售條件流通股股東持股情況

單位：股

期末持有

無限售條件 種類（A、B、
股東名稱（全稱） 流通股的數量 H股或其他）

熊猫電子集團有限公司 334,715,000 A

香港中央結算（代理人）有限公司 240,775,599 H

黃紀棠 2,170,081 A

彭洪萬 1,161,026 A

南京長泰電子科技有限公司 1,000,000 A

嚴紅兵 659,670 A

鄭新華 640,000 A

楊春燕 466,854 A

付金花 419,868 A

陳咸勳 350,000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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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重要事項

2.1 本公司主要會計報表項目、財務指標大幅度變動的情況及原因

2.1.1 資產負債表主要變動項目：

單位：人民幣（元）

項目 2011年3月31日 2010年12月31日 增減比例
(%)

應收票據 22,747,254.85 14,315,380.42 58.90

預付款項 133,630,414.05 87,963,018.19 51.92

其他應收款 27,434,652.30 198,594,325.75 -86.19

在建工程 10,501,475.45 3,883,494.92 170.41

應付票據 57,068,112.22 42,573,506.11 34.05

一年內到期的
 非流動負債 714,971.72 1,278,668.33 -44.08

變動說明：

(1) 應收票據增加主要因為本期業務擴大，收到的票據增加所致。

(2) 預付款項增加主要因為本公司訂單增加，致使預付材料款增加。

(3) 其他應收款減少主要因為電子科技公司完成登記註冊，本公司將往來
轉為投資所致。

(4) 在建工程增加主要因為新港園區建設投入增加所致。

(5) 應付票據增加主要因為本年度採用票據結算的採購業務增加所致。

(6) 一年內到期的非流動負債減少主要因為按期支付融資租賃費用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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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2 利潤表主要變動項目：

項目 2011年1-3月 2010年1-3月 增減比例
(%)

營業收入 373,632,517.47 287,430,170.00 29.99

營業稅金及附加費用 3,883,083.87 2,634,801.59 47.38

資產減值損失 1,187,634.16 –370,943.27 420.17

投資收益 18,416,441.44 36,428,277.65 –49.44

營業外支出 455,689.42 70,055.60 550.47

所得稅費用 5,916,076.97 273,030.74 2,066.82

變動說明：

(1) 營業收入增加主要因為本期電子製造產品銷量增加所致。

(2) 營業稅金及附加費用增加主要因為銷售增加所致。

(3) 資產減值損失增加主要因為本期計提部分減值準備所致。

(4) 投資收益減少主要因為本期部分合資公司效益降低所致。

(5) 營業外支出增加主要因為本期處置部分固定資產所致。

(6) 所得稅費用增加主要因為本期部分子公司效益增加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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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3 現金流量表主要變動項目：

項目 2011年1-3月 2010年1-3月 增減比例
(%)

經營活動產生的現金流量淨額 4,412,979.32 -94,612,000.82 104.66

投資活動產生的現金流量淨額 150,573,225.37 -25,830,040.26 682.94

籌資活動產生的現金流量淨額 -55,913,265.70 3,491,357.45 1,701.48

變動說明：

1. 經營活動產生的現金流量淨額增加主要因為本期銷量增加、回款及時
所致。

2. 投資活動產生的現金流量淨額增加主要因為電子科技公司完成登記註冊，
納入合併範圍所致。

3. 籌資活動產生的現金流量淨額減少主要因為期末融資規模較期初有所
減少所致。

2.2 於報告期內，本公司未持有其他上市公司發行的股票和證券投資的情況；亦未
參股非上市金融企業、擬上市公司的情況。

2.3 報告期內現金分紅政策的執行情況

本報告期內，不實施現金分紅。

承董事會命
南京熊猫電子股份有限公司

賴偉德

董事長

中國 •南京
二零一一年四月二十八日

於本公告日期，本公司董事會包括非執行董事：賴偉德先生、徐國飛先生、 
朱立鋒先生、鄧偉明先生、魯清先生、宣建生先生；及獨立非執行董事：蔡良林先生、
馬忠禮先生、唐幼松先生。

本季度報告分別以中英文刊發。文義如有歧異，以中文本為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