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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重要提示
1.1 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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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下列董事外，其他董事亲自出席了审议本次季报的董事会会议
未亲自出席董事姓 未亲自出席董事职
名
务
方红星

独立董事

未亲自出席会议原因

被委托人姓名

出差

那晓冰

1.3 公司第三季度财务报告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
1.4 公司负责人关锡友、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李双山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任海松声明：
保证季度报告中财务报告的真实、完整。

§2 公司基本情况
2.1 主要会计数据及财务指标
单位：元
2010.9.30

增减幅度（%）

2009.12.31

总资产（元）

10,379,986,967.88

8,956,293,925.59

15.9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元）

1,494,192,824.58

1,320,670,806.85

13.14%

545,470,884.00

545,470,884.00

0.00%

2.74

2.42

13.22%

股本（股）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元/股）

2010 年 7-9 月
营业总收入（元）

比上年同期增减（%）

2010 年 1-9 月

比上年同期增减（%）

2,500,111,162.49

53.99%

6,860,771,722.50

68.7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10,661,683.59

-49.33%

172,826,614.79

-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

-

-426,985,674.00

49.12%

每股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股）

-

-

-0.78

49.39%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2

-65.52%

0.33

-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2

-65.52%

0.33

-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0.81%

-52.63%

12.28%

-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加权平均净资产收
益率（%）

0.60%

71.43%

3.24%

-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但与公司正常经营业务密切相关，符合
国家政策规定、按照一定标准定额或定量持续享受的政府补助除外
因不可抗力因素，如遭受自然灾害而计提的各项资产减值准备

年初至报告期末金额

附注

1,220,038.66
138,764,922.00
-912,79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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债务重组损益

7,253,034.85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3,566,508.19

所得税影响额

-22,656,359.52
合计

127,235,352.91

-

2.2 报告期末股东总人数及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股东总数（户）

72,429
前十名无限售条件流通股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全称）

期末持有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数量

沈阳机床（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种类

229,931,340 人民币普通股

全国社保基金一零八组合

10,599,890 人民币普通股

中国太平洋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分红-个
人分红

8,0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中国建设银行-长盛同庆可分离交易股票型证
券投资基金

4,999,842 人民币普通股

新华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分红－个人分
红-018L-FH002 深

4,963,751 人民币普通股

中国农业银行－宝盈策略增长股票型证券投
资基金

4,350,170 人民币普通股

中国农业银行－中邮核心成长股票型证券投
资基金

3,695,740 人民币普通股

中国光大银行－国投瑞银创新动力股票型证
券投资基金

3,587,806 人民币普通股

中国人民健康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传统－普
通保险产品

3,0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中融国际信托有限公司－中融从容成长

2,950,000 人民币普通股

§3 重要事项
3.1 公司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大幅度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1、货币资金与上年期末相比减少 47%，减少原因：保证金存款减少所致。
2、应收票据与上年期末相比增加 127%，增加原因：销售回款中承兑比例增加所致。
3、开发支出与上年期末相比增加 542%，增加原因：为新增研发投入所致。
4、应付票据与上年期末相比减少 89%，减少原因：减少票据结算量所致。
5、预收账款与上年期末相比增加 99%，增加原因：订制化产品定单增加。
6、其他应付款上年期末相比减少 66%，减少原因：偿还开发集团借款所致。
7、应交税费与上年期末相比增加 745%，增加原因：计提企业所得税及销售收入增加导致增值税增加所致。
8、营业收入与去年同期相比增加 69%，增加原因：产量增长，销量增加，造成收入增加。
9、营业成本与去年同期相比增加 66%，增加原因：产量增长，原材料价格增长造成成本增加。
10、销售费用与去年同期相比增加 81%，增加原因：公司抢占市场，促进销售，实行积极的销售策略。
11、管理费用与去年同期相比增加 65%，增加原因：管辅人员薪金增加。
12、财务费用与去年同期相比增加 41%，增加原因：汇兑损益和银行借款增加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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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重大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3.2.1 非标意见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3.2.2 公司存在向控股股东或其关联方提供资金、违反规定程序对外提供担保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3.2.3 日常经营重大合同的签署和履行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3.2.4 其他
□ 适用 √ 不适用

3.3 公司、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承诺事项履行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承诺事项

股改承诺

承诺人

承诺内容

履行情况

工业公司承诺其持有的
非流通股股份自获得上
市流通权之日起,十二个 完全按照承诺履行。工业公司的股权过户手
月内不上市交易或者转 续已于 2008 年 11 月 26 日在中国证券登
沈阳工业国有资
让。该项承诺期期满后，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完毕。
产经营公司
工业公司在二十四个月 此次划转完成后，由沈机集团继续履行股改
内不通过证券交易所挂 承诺。
牌交易出售有限售条件
的股份。

沈阳机床（集团）有限
责任公司作出的承诺：
一、本次收购（划转）
完成后，本公司在未来
12 个月内不改变沈阳
机床主营业务或者对沈
阳机床主营业务作出重
大调整。二、本次收购
（划转）完成后，本公
司在未来 12 个月内不
对沈阳机床或其子公司
收购报告书或权益变动报告书中所作承 沈阳机床（集团）
完全按照承诺履行.
的资产和业务进行出
诺
有限责任公司
售、合并、与他人合资
或合作，购买或置换资
产的重组计划。三、本
次收购（划转）完成后，
不对沈阳机床现任董事
会及高级管理人员做出
重大调整，没有更改董
事会中董事的人数和任
期、改选董事的计划或
建议、更换上市公司高
级管理人员的计划或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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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
重大资产重组时所作承诺

无

无

无

发行时所作承诺

无

无

无

其他承诺（含追加承诺）

无

无

无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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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业绩预告情况

同向大幅上升
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期末

累计净利润的预计数（万元）

增减变动（%）

18,500.00

2,703.52 增长

584.29%

0.34

0.05 增长

580.00%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业绩预告的说明

上年同期

1.公司已收到大额政府补助,全年利润大增。
2.本数据未经预审,为财务部门初步预测,准确数据请参见公司年度报告。

3.5 其他需说明的重大事项
3.5.1 证券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3.5.2 报告期接待调研、沟通、采访等活动情况表
接待时间

接待地点

接待方式

接待对象

谈论的主要内容及提供的资料

2010 年 07 月 01 日

厂区现场

实地调研

日信证券

行业趋势、竞争对手情况

2010 年 07 月 09 日

厂区现场

实地调研

高盛高华

行业趋势、竞争对手情况

2010 年 07 月 19 日

厂区现场

实地调研

摩根士丹利

公司产品、行业特点

2010 年 09 月 13 日

厂区现场

实地调研

瑞士信贷集团

公司未来发展规划

2010 年 09 月 20 日

厂区现场

实地调研

法国巴黎银行

产品销售情况，公司运营情况

3.6 衍生品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3.6.1 报告期末衍生品投资的持仓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董事长：关锡友
沈阳机床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一〇年十月二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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