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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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第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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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79,985,355.27 380,322,903.54 -0.09 

股东权益(不含少数股东权

益)(元)  
105,636,906.77 107,765,619.37 -1.98 

每股净资产(元)  0.83 0.84 -1.19 

调整后的每股净资产(元)  0.77 0.77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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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7,605.99 -407,605.99 -118.52 

每股收益(元)  -0.017 -0.017 -88.89 

净资产收益率(%)  -2.10 -2.10 -0.89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资

产收益率(%)  
-2.11 -2.11 -0.78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  金额  
扣除资产减值准备后的其他各项营业外收入、支出  5,575.93 

合计  5,575.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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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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期数(1—3月)  上年同期数(1—3月)  
项目  编号 

合并  母公司  合并  母公司  

一、主营业务收入    4,095,952.97  11,567,069.70 

减：主营业务成本    3,267,470.19  9,266,162.23 

主营业务税金及附加    992.03  25,025.84 

二、主营业务利润    827,490.75  2,275,881.63 

加：其他业务利润(亏损以

“-”号填列)  
  -200,827.53  -13,214.21 

减：营业费用    135,865.40  255,635.22 

管理费用    631,695.37  823,075.94 

财务费用    2,084,561.83  2,103,399.91 

三、营业利润(亏损以“-”

号填列)  
  -2,225,459.38  -919,443.65 

加：投资收益(损失以“-”

号填列)  
    -416,930.37 

补贴收入       

营业外收入    9,740.00  127,467.52 

减：营业外支出    4,164.07   
四、利润总额(亏损总额以

“-”号填列)  
  -2,219,883.45  -1,208,906.50 

减：所得税       

减：少数股东损益       
五、净利润(净亏损以“-”

号填列)  
  -2,219,883.45  -1,208,906.50 

 

2.3 报告期末股东总数及前十名流通股股东持股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股东总数（户）  11,7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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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6922 A股  

周宇光            339300 A股  

杨文军            280030 A股  

姚天生            211995 A股  

景桦              180000 A股  

邱昶              160000 A股  

周信祥            136500 A股  

张建敏            128900 A股  

徐伟忠            126200 A股  

张铁军            123100 A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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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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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期主营业务收入实现 4095952.97 元，较上年同期下降 64.59%，致使本报告期亏损

2219883.45 元。主要原因是报告期内冷柜产品的生产经营继续萎缩，业务收入下降，道路货物运输

因行业整顿影响收入大幅减少。 

公司于去年 11月上报的重大资产重组方案目前仍在审批当中。公司将抓紧有关工作，力争彻底

改善资产质量，尽快扭转目前生产经营萎缩的不利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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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行业  主营业务收入  主营业务成本  毛利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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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交通运输  2,846,194.00 2,221,939.41 21.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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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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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公司目前的生产经营状况，预计 2005年中期仍将发生亏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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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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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月 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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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附录 

资产负债表  
2005年 3月 31日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审计类型:未经审计  

期末数  期初数  
项     目  编号  

合并  母公司  合并  母公司  
流动资产     
货币资金    2,195,351.62 2,602,957.61 

短期投资     
应收票据     
应收股利     
应收利息     
应收账款    103,900,609.11 108,183,963.47 

其他应收款    25,680,225.70 21,518,301.82 

预付账款    13,020,437.09 12,981,701.09 

应收补贴款     
存货    139,182,431.88 136,392,893.76 

待摊费用    3,003,674.54 3,003,674.54 

一年内到期的长期债权投    
其他流动资产     
流动资产合计    286,982,729.94 284,683,492.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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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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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减:累计折旧    104,810,639.27 102,173,853.35 

固定资产净值    89,834,933.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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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7,571,804.34 90,208,590.26 

工程物资     
在建工程     
固定资产清理     
固定资产合计    87,571,804.34 90,208,590.26 

无形资产及其他资产     
无形资产    4,932,320.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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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932,320.99 4,932,320.99 

递延税项     
递延税款借项     
资产总计    379,985,355.27 380,322,903.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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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产负债表（续） 
2005年 3月 31日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审计类型:未经审计 

期末数  期初数  
项     目  编号  

合并  母公司  合并  母公司  

流动负债      
短期借款    123,429,050.00  123,429,050.00 

应付票据       
应付账款    71,571,411.86  72,494,089.81 

预收账款    30,922,513.26  31,195,613.26 

应付工资       
应付福利费    4,261,429.85  4,241,568.62 

应付股利       
应交税金    1,865,630.77  1,971,559.08 

其他应交款    599,775.48  600,523.04 

其他应付款    21,639,082.42  20,287,888.65 

预提费用    20,059,554.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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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4,348,448.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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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4,348,448.50  272,557,284.17 

少数股东权益       
股东权益       
股本    128,000,000.00  128,000,000.00 

减:已归还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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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益金       
未分配利润    -110,392,105.27  -108,172,221.82 

股东权益合计    105,636,906.77  107,765,619.37 

负债及股东权益合计    379,985,355.27  380,322,903.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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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金流量表  
2005年 1—3月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审计类型:未经审计  

项                  目  编号 合并  母公司  

一、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     
销售商品、提供劳务收到的现金    1,242,475.00 

收到的租金     
收到的税费返还     
收到的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35,064.31 

现金流入小计    1,277,539.31 

购买商品、接受劳务支付的现金    471,921.64 

支付给职工以及为职工支付的现金    729,959.20 

支付的各项税费    240,247.69 

支付的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243,016.77

现金流出小计    1,685,145.30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407,605.99 

二、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收回投资所收到的现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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净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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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支付的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现金流出小计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0.00 

四、汇率变动对现金的影响     
五、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    -407,605.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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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金流量表（续）  
2005年 1—3月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审计类型:未经审计 

补充资料  编号 合并 母公司 

1、将净利润调节为经营活动的现金

流量：  
   

净利润    2,219,883.45 

加：少数股东损益     

计提的资产减值准备     

固定资产折旧    2,636,785.92 

无形资产摊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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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22,563.15 

处置固定资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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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84,561.83 

投资损失（减：收益）     

递延税款贷项（减：借项）     

存货的减少（减：增加）    -2,789,538.12 

经营性应收项目的减少（减：增

加）  
  121,430.48 

经营性应付项目的增加（减：减

少）  
  -6,403,292.70 

增值税增加净额（减：减少）     

其他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407,605.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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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95,351.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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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7,605.9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