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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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新辉声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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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558,364,667.48

423,147,856.59

31.95%

10,902,413.60

8,400,451.49

29.78%

12,628,106.07

7,453,210.25

69.43%

-385,366,997.77

57,618,821.65

-768.82%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3

0.03

0.00%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3

0.03

0.0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0.47%

0.68%

-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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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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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667,534,328.93

8,423,742,626.71

2.8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2,309,736,627.04

2,298,834,164.61

0.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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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60,209.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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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符合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的损益项目
减：所得税影响额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合计

1,317,475.01
115,165.16
0.00
147,458.74
-549,336.04
-1,725,692.4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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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江苏爱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5 年第一季度报告正文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将根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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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举的非经常性损益
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的项目的情形。

二、报告期末股东总数及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1、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及前十名普通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25,102
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江苏爱康实业集团有限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质押或冻结情况

持有有限售条件

持股数量

的股份数量

股份状态

数量

境内非国有法人

18.76%

67,999,500

质押

67,999,500

爱康国际控股有限公司

境外法人

15.72%

56,993,625

质押

56,993,625

邹承慧

境内自然人

2.59%

9,400,000

质押

9,400,000

境内非国有法人

2.59%

9,400,000

9,400,000

其他

2.48%

9,000,000

9,000,000

其他

1.81%

6,567,082

6,567,082

周雪钦

境内自然人

1.79%

6,500,000

6,500,000

华能资本服务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1.79%

6,500,000

6,500,000

其他

1.65%

5,980,000

5,980,000

境内非国有法人

1.62%

5,872,500

质押

5,872,500

公司

北京创恒鼎盛科技有限
公司
国联安基金－浦发银行
－国联安－鑫富越定增 1
号特定多客户资产管理
计划
财通基金－光大银行－
富春 96 号资产管理计划

兴业全球基金－光大银
行－兴全定增 63 号分级
特定多客户资产管理计
划
江阴爱康投资有限公司

前 10 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持股情况
股份种类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份数量
股份种类

数量

江苏爱康实业集团有限公司

67,999,500 人民币普通股

67,999,500

爱康国际控股有限公司

56,993,625 人民币普通股

56,993,625

江阴爱康投资有限公司

5,872,500 人民币普通股

5,872,500

中国对外经济贸易信托有限公司

4,376,469 人民币普通股

4,376,4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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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昀沣证券投资集合资金信托计
划
中铁宝盈资产－招商银行－外贸
信托－昀沣 3 号证券投资集合资

3,430,611 人民币普通股

3,430,611

2,468,900 人民币普通股

2,468,900

2,350,000 人民币普通股

2,350,000

1,676,402 人民币普通股

1,676,402

1,636,066 人民币普通股

1,636,066

1,624,500 人民币普通股

1,624,500

金信托计划
北京千石创富－光大银行－千石
资本－千纸鹤 1 号资产管理计划
南通高胜成长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中国农业银行－交银施罗德精选
股票证券投资基金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银
河行业优选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浙商汇
金转型成长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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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阴爱康投资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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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
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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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前 10 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在报告期内是否进行约定购回交易
□ 是 √ 否
公司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前 10 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在报告期内未进行约定购回交易。

2、报告期末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十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 适用 √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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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重要事项
一、报告期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发生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项目
预付款项

期末余额

期初余额

48,202,274.98

34,805,827.38

同比增减（%）

增减原因

38.49% 增加的主要原因系本年采购存货增加预付款
项所致

其他应收款

200,462,263.08

127,500,446.24

57.22% 主要系报告期公司往来款增加所致

存货

248,641,817.99

164,966,960.67

50.72% 增加的主要原因系本期采购存货增加所致

长期应收款

72,265,000.00

10,625,000.00

580.14% 主要系金昌项目浦发银行信托计划认购6000
万元作为劣后资金共同增资金昌清能所致

应付账款

773,835,404.34

1,114,461,115.85

-30.56% 主要系边框、型材、EVA、焊带等采购业务到
期款支付所致

预收款项

14,800,369.89

131,190,588.01

-88.72% 主要系报告期客户销售货物核销预收款增加
所致

应交税费

8,275,373.54

20,385,918.30

-59.41% 主要系计提的所得税和应交的增值税税金已
支付所致

应付利息

5,859,131.85

9,288,306.51

-36.92% 主要系本期归还到期利息所致

其他流动负债

358,267,652.31

178,925,354.94

100.23% 主要系期末尚未支付的水电费和运输费增加
及一年内到期的融资租赁增加所致

长期应付款

494,690,403.82

113,706,161.94

335.06% 主要系报告期金昌项目新增信托计划增加所
致

项目

本期发生额

上期发生额

营业收入

558,364,667.48

423,147,856.59

同比增减（%） 增减原因
31.95% 主要系边框、EVA、焊带、电力等产品销售收
入增加所致

营业税金及附加

967,636.61

127,859.05

656.80% 主要系公司业务增加应交增值税增加导致缴
纳城建税和教育费附加增加所致

财务费用

47,065,872.71

24,558,337.94

91.65% 主要系用于电站项目建设的项目贷款增加导
致利息费用增加所致

资产减值损失

-2,074,319.19

投资收益（损失以 724,172.47

5,491.32
1,194,220.83

-37874.51% 主要系本期计提的存货跌价准备减少所致
-39.36% 主要系权益法核算的长期股权投资收益减少
所致

"－"号填列）
营业利润（亏损以 15,197,890.42

6,033,725.12

151.88% 主要系报告期盈利增加所致

"－"号填列）
营业外收入

1,497,230.49

1,020,012.13

营业外支出

3,624,800.26

14,569.26

利润总额（亏损总 13,070,320.65

7,039,167.99

46.79% 主要系报告期政府补助款增加所致
24779.78% 主要系报告期非流动资产处置损失增加所致
85.68% 主要系报告期盈利增加所致

额以"－"号填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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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得税费用

629,906.93

-3,549,732.18

项目

本期发生额

上期金额发生额

经营活动产生的

-385,366,997.77

57,618,821.65

-117.75% 主要系报告期盈利增加计提所得税所致
同比增减（%） 增减原因
-768.82% 主要系报告期公司应付账款到期支付增加所

现金流量净额
投资活动产生的

致
-181,590,172.21

-26,059,198.58

596.84% 主要系报告期电站项目投资支出增加所致

419,909,050.36

79,932,240.65

425.33% 主要系报告期公司资本性支出项目增加导致

现金流量净额
筹资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量净额

新增融资增加所致

二、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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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适用 □ 不适用
承诺事由

承诺方

承诺内容

承诺时间

承诺期限

履行情况

股改承诺
收购报告书或权益变
动报告书中所作承诺
资产重组时所作承诺
自本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三十六个
江苏爱康实业有限责 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其 2010 年 12 月
任公司

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发行人股份，也 29 日

2014-8-15

履行完毕

2014-8-15

履行完毕

不由发行人回购该部分股份。
自本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三十六个
爱康国际控股有限公 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其 2010 年 12 月
司

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发行人股份，也 29 日
不由发行人回购该部分股份。

自本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三十六个
首次公开发行或再融 江阴爱康投资有限公 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其 2010 年 12 月
2014-8-15
资时所作承诺
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发行人股份，也 29 日
司

履行完毕

不由发行人回购该部分股份。
"控股股东江苏爱康实业集团有限公
爱康国际控股有限公
司;江苏爱康实业集
团有限公司;江阴爱
康投资有限公司;邹
承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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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0 年 12 月
业竞争承诺函》，承诺：本公司（本 29 日

9999-12-31

严格履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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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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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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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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4 年 9 月 24 日，公司非公开发行
6,250 万股人民币普通股（A 股）股
邹承慧

票上市完成。公司实际控制人邹承
慧先生认购 640 万股并承诺自发行

2014 年 09 月
24 日

2017-09-24

严格履行

结束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不转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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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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苏爱康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

流动资金，同时承诺：1、公司最近
十二个月内未进行证券投资等高风
险投资；2、公司在使用节余募集资

2013 年 11 月
23 日

2014-11-22

履行完毕

9999-12-31

严格履行

9999-12-31

严格履行

2014-03-19

严格履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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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全体董事、监事承诺：本人在
担任发行人董事期间，每年转让的
邹承慧;季海瑜;徐国
辉;易美怀;丁韶华;刘
丹萍;吕学强;袁淳;袁
源;汤勇;赵剑;史强

股份不超过本人直接或间接持有公
司股份总数的百分之二十五；自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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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股

2013 年 09 月
16 日

票数量占其所持有本公司股票总数
（包括有限售条件和无限售条件的
股份）的比例不超过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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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对公司中小股东

本承诺书签署之日起，如爱康科技

所作承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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争关系的业
江苏爱康实业集团有 务，则本公司同意将持有的苏州盛 2012 年 10 月
限公司

康的股权以经审计净资产的价格转 11 日
让给爱康科技，若爱康科技拒绝受
让，则本公司应当将持有苏州盛康
的股权转让给无关联关系的第三方
以避免同业竞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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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于对公司未来持续稳定发展的信
心，邹承慧先生在 2012 年 9 月 20
日增持公司股票 3000000 股，计划

邹承慧

在未来 12 个月内根据中国证监会和
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以及市

2012 年 09 月
20 日

场情况继续增持本公司股票不超过
5700000 股（含本次已增持股份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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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占公司总股本的 1.9%），最低增
持不低于 3000000 股（含本次增持
在内）。在增持期间及法定期限内不
减持其所持有的公司股份，并严格
遵守有关规定，不进行内幕交易、
敏感期买卖股份、短线交易, 增持期
间及法定期限内不超计划增持。
"邹承慧先生拟以自身名义自 2014
年 12 月 9 日起六个月内通过深圳证
邹承慧

券交易所允许的方式(包括但不限于 2014 年 12 月
竞价交易、大宗交易等)增持公司股 09 日

2015-06-08

严格履行

份不低于公司总股本的 1%，不超过
公司总股本的 2%。"
承诺是否及时履行

是

四、对 2015 年 1-6 月经营业绩的预计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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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5 年 1-6 月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变
动幅度
2015 年 1-6 月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变
动区间（万元）

10.32%

至

51.69%

4,000

至

5,500

2014 年 1-6 月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3,625.77

（万元）
1、公司增加了太阳能电站持有量，电费收入对利润贡献增加；
业绩变动的原因说明

2、毛利率相对较高的焊带产品销售收入较去年同期略有上升；
3、边框销售量虽然低于去年同期，铝价下降和汇率策略带来利润的增长。

五、证券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证券投资。

六、持有其他上市公司股权情况的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未持有其他上市公司股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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