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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重要提示 

 

    1.1本公司董事会及其董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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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确性和完整性负个别及连带责任。  

    1.2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会议。  

    1.3公司第三季度财务报告未经审计。  

    1.4 公司负责人马军，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杨鹤，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耿红霞声

明：保证本季度报告中财务报告的真实、完整。  

 

 

§2 公司基本情况简介 

 

2.1 公司基本信息 

股票简称  ST冰熊  变更前简称(如有)  
股票代码  600753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杨平原  郑若愚  

联系地址  河南省民权县府后街 22号  河南省民权县府后街 22号  

电话  （0370）8585698  （0370）8585007  

传真  （0370）8551431  （0370）8551431  

电子信箱  yangpingyuan@sohu.com  zzrryy@sina.com  

 

2.2 财务资料 

2.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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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80,573,876.91 380,322,903.54 0.06 

股东权益(不含少数股东权

益)(元)  
100,044,076.16 107,765,619.37 -7.17 

每股净资产(元)  0.78 0.84 -7.14 

调整后的每股净资产(元)  0.71 0.77 -7.79 

 报告期  年初至报告期期末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

期增减（％）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

额(元)  
 -889,793.91  

每股收益(元)  -0.015 -0.061 -1,600 

净资产收益率(%)  -1.93 -7.81 减少 2.04个百分点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资

产收益率(%)  
-1.92 -7.82 减少 2.04个百分点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  金额(元)  
扣除资产减值准备后的其他各项营业外收入、支出  11,532.89 

合计  11,532.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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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2 利润表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审计类型:未经审计  
合并  母公司  

项目  本期数 

(7-9月)  
上年同期数 

(7-9月)  
本期数 

(7-9月)  
上年同期数 

(7-9月)  

一、主营业务收入    1,030,699.00  21,193,938.98 

减：主营业务成本    824,559.02  17,869,738.11 

主营业务税金及附加     38,261.93 

二、主营业务利润（亏损以“-”

号填列）    206,139.98  3,285,938.94 

加：其他业务利润（亏损以“-”

号填列）    -116.31  16,465.17 

减: 营业费用    62,807.80  365,804.26 

管理费用    689,131.58  549,887.53 

财务费用    1,377,400.24  1,965,587.09 

三、营业利润（亏损以“-”号填

列）    -1,923,315.95  421,125.23 

加：投资收益（损失以“-”号填

列）     -308,792.20 

补贴收入      

营业外收入    3,668.00  3,500.00 

减：营业外支出    7,506.74  6,531.68 

四、利润总额（亏损总额以“-”

号填列）    -1,927,154.69  109,301.35 

减：所得税      

减：少数股东损益      
加：未确认投资损失(合并报表填

列)      

五、净利润（亏损以“-”号填

列）    -1,927,154.69  109,301.35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审计类型:未经审计  
合并  母公司  

项目  本期数 

(1-9月)  
上年同期数 

(1-9月)  
本期数 

(1-9月)  
上年同期数 

(1-9月)  

一、主营业务收入    8,521,795.97  44,576,369.88 

减：主营业务成本    6,807,697.59  37,416,589.36 

主营业务税金及附加    992.03  151,832.49 

二、主营业务利润（亏损以“-”

号填列）    1,713,106.35  7,007,948.03 

加：其他业务利润（亏损以“-”

号填列）    -201,134.50  16,191.93 

减: 营业费用    255,178.58  948,736.68 

管理费用    3,547,050.98  4,420,599.24 

财务费用    5,533,989.24  6,288,998.27 

三、营业利润（亏损以“-”号填

列）    -7,824,246.95  -4,634,194.23 

加：投资收益（损失以“-”号填    -1,082,394.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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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  

补贴收入      

营业外收入    24,339.00  335,350.01 

减：营业外支出    12,806.11  19,150.63 

四、利润总额（亏损总额以“-”

号填列）    -7,812,714.06  -5,400,389.28 

减：所得税      

减：少数股东损益      
加：未确认投资损失(合并报表填

列)      

五、净利润（亏损以“-”号填

列）    -7,812,714.06  -5,400,389.28 

 

2.3 报告期末股东总数及前十名流通股股东持股表（非 G股公司） 

单位：股  

报告期末股东总数（户）  11,749 

前十名流通股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全称)  期末持有流通股的数量  种类（A、B、H股或其它） 
徐文  810,586 A股 

仇启棠  331,890 A股 

陈秀娟  164,100 A股 

邱昶  150,000 A股 

邓新山  146,300 A股 

徐伟忠  143,600 A股 

温永洪  140,000 A股 

周信祥  136,500 A股 

马建华  128,903 A股 

张铁军  117,100 A股 

 

 

§3 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3.1 公司报告期内经营活动总体状况的简要分析 

    公司主营业务是卧式冷柜的设计、开发、生产、销售及服务和货物道路运输。主导产品为冰熊牌

系列冷柜。近年来，公司的冷柜生产经营状况一直不佳，公司一直力图进行经营结构调整，本报告期

内公司开始着手重大资产重组方面的工作，冷柜产品的生产和销售基本停止，经营状况与上半年相比

未发生新的改观。通过压缩各项费用开支，压库清欠，积极回笼资金，盘活资产，尽量减少亏损金

额。 

 1—9月公司实现主营业务收入 852.2万元，较上年同期下降 80.9%，主营业务利润 171.3万元，较

上年同期下降 75.6%，净利润-781.3万元，同比下降 44.7%，每股收益-0.061元。  

 

3.1.1 占主营收入或主营业务利润总额 10%以上的主营行业或产品情况 

√适用□不适用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审计类型:未经审计 

 主营业务收入  主营业务成本  毛利率(%)  

分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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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运输  7,272,037.00 5,762,166.81 20.76 

电器制造  1,249,758.97 1,045,530.78 16.34 

分产品   

交通运输  7,272,037.00 5,762,166.81 20.76 

冷柜  1,249,758.97 1,045,530.78 16.34 

 

3.1.2 公司经营的季节性或周期性特征 

□适用√不适用 

 

3.1.3 报告期利润构成情况（主营业务利润、其他业务利润、期间费用、投资收益、补贴收入与营业

外收支净额在利润总额中所占比例与前一报告期相比的重大变动及原因的说明） 

□适用√不适用 

 

3.1.4 主营业务及其结构与前一报告期相比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及原因说明 

□适用√不适用 

 

3.1.5 主营业务盈利能力（毛利率）与前一报告期相比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及其原因说明 

□适用√不适用 

 

3.2 重大事项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适用□不适用 

    7 月 25 日，公司临时股东大会通过了关于公司重大资产重组报告以后，公司董事会按照股东大

会授权开始组织方案的实施。由于方案中对于置换出的冷柜资产和职工安置等方面的情况发生了一些

变化，致使方案实施工作遇到一定困难。目前，公司董事会正在积极采取措施，解决存在问题，争取

早日完成资产重组工作，并随时公告进展情况。  

 

3.3 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合并范围变化以及重大会计差错的情况及原因说明 

□适用√不适用 

 

3.4 经审计且被出具"非标意见"情况下董事会和监事会出具的相关说明 

□适用√不适用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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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 公司对已披露的年度经营计划或预算的滚动调整情况 

□适用√不适用 

 

3.7 公司原非流通股东在股权分置改革过程中做出的特殊承诺及其履行情况（G股公司） 

□适用√不适用 

 

公司名称: 河南冰熊保鲜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马军  

日期: 2005年 10月 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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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附录 

资产负债表  
2005年 9月 30日  

编制单位:河南冰熊保鲜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审计类型:未经审计  

合并  母公司  
项目  

期末数  期初数  期末数  期初数  

流动资产：      

货币资金   1,713,163.70  2,602,957.61 

短期投资    
应收票据    
应收股利    
应收利息    
应收账款   103,900,609.36  108,183,963.47 

其他应收款   23,330,388.74  21,518,301.82 

预付账款   13,841,457.82  12,981,701.09 

应收补贴款    
存货   147,080,111.99  136,392,893.76 

待摊费用   3,003,674.54  3,003,674.54 

一年内到期的长期债权投资    
其他流动资产    
流动资产合计   292,869,406.15  284,683,492.29 

长期投资：      

长期股权投资    
长期债权投资   498,500.00  498,500.00 

长期投资合计   498,500.00  498,500.00 

其中：合并价差    
其中：股权投资差额    
固定资产：      

固定资产原价   194,645,572.49  194,645,572.49 

减：累计折旧   110,050,551.92  102,173,853.35 

固定资产净值   84,595,020.57  92,471,719.14 

减：固定资产减值准备   2,263,128.88  2,263,128.88 

固定资产净额   82,331,891.69  90,208,590.26 

工程物资    
在建工程    
固定资产清理    
固定资产合计   82,331,891.69  90,208,590.26 

无形资产及其他资产：      

无形资产   4,874,079.07  4,932,320.99 

长期待摊费用    
其他长期资产    
无形资产及其他资产合计   4,874,079.07  4,932,320.99 

递延税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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递延税款借项    
资产总计   380,573,876.91  380,322,903.54 

流动负债：      

短期借款   123,429,050.00  123,429,050.00 

应付票据    
应付账款   69,792,265.84  72,494,089.81 

预收账款   32,618,753.46  31,195,613.26 

应付工资    
应付福利费   4,618,607.72  4,241,568.62 

应付股利    
应交税金   1,771,518.17  1,971,559.08 

其他应交款   600,388.09  600,523.04 

其他应付款   23,022,793.87  20,287,888.65 

预提费用   24,676,423.60  18,336,991.71 

预计负债    
一年内到期的长期负债    
其他流动负债    
流动负债合计   280,529,800.75  272,557,284.17 

长期负债：      

长期借款    
应付债券    
长期应付款    
专项应付款    
其他长期负债    
长期负债合计    
递延税项：      

递延税款贷项    
负债合计   280,529,800.75  272,557,284.17 

少数股东权益    
所有者权益（或股东权益）：      

实收资本（或股本）   128,000,000.00  128,000,000.00 

减：已归还投资    
实收资本（或股本）净额   128,000,000.00  128,000,000.00 

资本公积   88,029,012.04  87,937,841.19 

盈余公积    
其中：法定公益金    
未分配利润   -115,984,935.88  -108,172,221.82 

拟分配现金股利    
外币报表折算差额    
减：未确认投资损失    
所有者权益（或股东权益）合计   100,044,076.16  107,765,619.37 

负债和所有者权益（或股东权

益）总计  
  380,573,876.91  380,322,903.54 

公司法定代表人: 马军    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 杨鹤    会计机构负责人: 耿红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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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润表  
2005年 7-9月 

编制单位:河南冰熊保鲜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审计类型:未经审计  
合并  母公司  

项目  本期数 

(7-9月)  
上年同期数 

(7-9月)  
本期数 

(7-9月)  
上年同期数 

(7-9月)  

一、主营业务收入    1,030,699.00  21,193,938.98 

减：主营业务成本    824,559.02  17,869,738.11 

主营业务税金及附加     38,261.93 

二、主营业务利润（亏损以“-”

号填列）    206,139.98  3,285,938.94 

加：其他业务利润（亏损以“-”

号填列）    -116.31  16,465.17 

减: 营业费用    62,807.80  365,804.26 

管理费用    689,131.58  549,887.53 

财务费用    1,377,400.24  1,965,587.09 

三、营业利润（亏损以“-”号填

列）    -1,923,315.95  421,125.23 

加：投资收益（损失以“-”号填

列）     -308,792.20 

补贴收入      

营业外收入    3,668.00  3,500.00 

减：营业外支出    7,506.74  6,531.68 

四、利润总额（亏损总额以“-”

号填列）    -1,927,154.69  109,301.35 

减：所得税      

减：少数股东损益      
加：未确认投资损失(合并报表填

列)      

五、净利润（亏损以“-”号填

列）    -1,927,154.69  109,301.35 

公司法定代表人: 马军    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 杨鹤    会计机构负责人: 耿红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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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润表  
2005年 1-9月 

编制单位:河南冰熊保鲜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审计类型:未经审计  
合并  母公司  

项目  本期数 

(1-9月)  
上年同期数 

(1-9月)  
本期数 

(1-9月)  
上年同期数 

(1-9月)  

一、主营业务收入    8,521,795.97  44,576,369.88 

减：主营业务成本    6,807,697.59  37,416,589.36 

主营业务税金及附加    992.03  151,832.49 

二、主营业务利润（亏损以“-”

号填列）    1,713,106.35  7,007,948.03 

加：其他业务利润（亏损以“-”

号填列）    -201,134.50  16,191.93 

减: 营业费用    255,178.58  948,736.68 

管理费用    3,547,050.98  4,420,599.24 

财务费用    5,533,989.24  6,288,998.27 

三、营业利润（亏损以“-”号填

列）    -7,824,246.95  -4,634,194.23 

加：投资收益（损失以“-”号填

列）     -1,082,394.43 

补贴收入      

营业外收入    24,339.00  335,350.01 

减：营业外支出    12,806.11  19,150.63 

四、利润总额（亏损总额以“-”

号填列）    -7,812,714.06  -5,400,389.28 

减：所得税      

减：少数股东损益      
加：未确认投资损失(合并报表填

列)      

五、净利润（亏损以“-”号填

列）    -7,812,714.06  -5,400,389.28 

公司法定代表人: 马军    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 杨鹤    会计机构负责人: 耿红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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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金流量表  
2005年 1-9月 

编制单位:河南冰熊保鲜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审计类型:未经审计  
项目  合并数  母公司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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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08,663.53 

收到的租金   9,840.00 

收到的税费返还    

收到的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3,388,767.28 

现金流入小计   6,507,270.81 

购买商品、接受劳务支付的现金   3,309,066.47 

支付给职工以及为职工支付的现金   2,400,359.86 

支付的各项税费   468,850.07 

支付的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1,218,788.32 

现金流出小计   7,397,064.72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889,793.91 

二、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收回投资所收到的现金    

其中：出售子公司收到的现金    

取得投资收益所收到的现金    

处置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而收回的现金    

收到的其他与投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现金流入小计    

购建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所支付的现金    

投资所支付的现金    

支付的其他与投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现金流出小计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0.00 

三、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吸收投资所收到的现金    

其中：子公司吸收少数股东权益性投资收到的现金    

借款所收到的现金    

收到的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现金流入小计    

偿还债务所支付的现金    

分配股利、利润或偿付利息所支付的现金    

其中：支付少数股东的股利    

支付的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其中：子公司依法减资支付给少数股东的现金    

现金流出小计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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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汇率变动对现金的影响    

五、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   -889,793.91 

补充材料    

1、将净利润调节为经营活动现金流量：    

净利润   -7,812,714.06 

加：少数股东损益(亏损以“-”号填列)    

减：未确认的投资损失    

加：计提的资产减值准备    

固定资产折旧   7,876,698.57 

无形资产摊销   58,241.92 

长期待摊费用摊销    

待摊费用减少（减：增加）    

预提费用增加（减：减少）   6,339,431.89 

处理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的损失(减:收益)    

固定资产报废损失    

财务费用   5,533,989.24 

投资损失（减：收益）    

递延税款贷项（减：借项）    

存货的减少（减：增加）   -10,687,218.23 

经营性应收项目的减少(减：增加)   2,471,267.19 

经营性应付项目的增加(减：减少)   -4,669,490.43 

其他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889,793.91 

2．不涉及现金收支的投资和筹资活动：    

债务转为资本    

一年内到期的可转换公司债券    

融资租入固定资产    
3、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情况：    

现金的期末余额   1,713,163.70 

减：现金的期初余额   2,602,957.61 

加：现金等价物的期末余额    

减：现金等价物的期初余额    

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   -889,793.91 

公司法定代表人: 马军    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 杨鹤    会计机构负责人: 耿红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