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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394                          证券简称：联发股份                          公告编号：LF2010-001 

江苏联发纺织股份有限公司 2010 年第一季度季度报告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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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第一季度财务报告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 
1.3 公司负责人孔祥军、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陈警娇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王晓艳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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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期末 增减变动（％） 

总资产（元） 1,385,750,804.11 1,291,855,696.94 7.2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元） 553,115,100.65 519,812,863.41 6.41%

股本（股） 80,900,000.00 80,900,000.00 0.0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元/股） 6.84 6.43 6.38%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增减变动（％） 

营业总收入（元） 377,487,938.60 257,762,828.71 46.4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33,302,237.24 19,602,092.40 69.89%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3,477,469.87 35,791,296.45 -109.72%

每股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股） -0.04 0.44 -109.09%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41 0.24 70.83%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41 0.24 70.83%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6.21% 5.32% 0.89%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

率（%） 
5.90% 5.29% 0.61%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 年初至报告期期末金额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 -4,343.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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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65,000.00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154,100.24

所得税影响额 -534,739.07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 -115,403.08

合计 1,656,41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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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重要非经常性损益项目的说明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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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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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种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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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应收票据较年初增加 233.33%，主要原因是本期销售收入有所增加，票据结算相应增加； 
2、_预付款项较年初增加 114.9%，主要原因是本期设备预付款增加所致； 
3、_存货较年初增加 52.37%，主要原因是棉纱价格上涨，公司储备了大量的棉纱； 
4、_在建工程较年初增加 420.60%，主要原因是本期高档织物面料织染及后整理加工技术改造工程投入所致； 
5、_无形资产较年初增加 61.83%，主要原因是本期公司新增土地所致； 
6、_短期借款较年初增加 31.06%，主要原因是本期新增短期借款所致； 
7、_应付票据较年初减少 35.22%，主要原因是本期票据支付减少所致； 
8、_预收款项较年初增加 64.47%，主要原因是本期定单量增加预收客户款增加； 
9、_应付职工薪酬较年初减少 41.29%，主要原因是本期发放去年年终奖所致； 
10、_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较年初减少 60%，主要原因是本期部分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到期已还款； 
11、_营业收入较去年同期增加 46.45%，主要原因是本期公司产品品质提高，接单量增加； 
12、_营业成本较去年同期增加 47.14%，主要原因是本期公司销售收入增加，相应的成本也增加； 
13、_营业税金及附加较去年同期增加 68.16%，主要原因是本期公司销售收入增加，相应的税金及附加也增加； 
14、_销售费用较去年同期增加 43.69%，主要原因是本期公司加大了对国内外市场的开拓，新增客户较多，相应的销售费用

增加； 
15、_资产减值损失较去年同期减少 174.22%，主要原因是本期计提坏帐准备金额低于去年同期所致； 
16、_营业外收入较去年同期增加 1443.51%，主要原因是本期收到政府补贴收入较多； 
17、_营业外支出较去年同期增加 676.95%，主要原因是本期新增捐款所致； 
18、_所得税费用较去年同期增加 107.65%，主要原因是本期利润增加所致； 
19、_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较去年同期增加 69.89%，主要原因是本期利润增加所致； 
20、_少数股东损益较去年同期增加 134.14%，主要原因是子公司本期利润较去年同期利润大增所致； 
21、_销售商品、提供劳务收到的现金较去年同期增加 55.94%，主要原因是本期销售额较去年同期增加所致； 
22、_收到的税费返还较去年同期增加 209.13%，主要原因是本期出口收入增加以及出口退税率提高所致； 
23、_购买商品、接受劳务支付的现金较去年同期增加 108.95%，主要原因是本期棉纱价格大涨，公司储备了大量原材料； 
24、_支付的各项税费较去年同期增加 88.8%，主要原因是公司本期所得税费用较去年同期增加所致； 
25、_处置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所收回的现金净额较去年同期减少 68.41%，主要是因为本期出售废旧设备较

去年同期减少； 
26、_汇率变动对现金的影响额较去年同期增加 105.37%，主要原因是公司本期结汇影响比去年同期增加所致。 

3.2 重大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1.公司在报告期内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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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 
2.公司报告期内不存在证券投资或衍生品投资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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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公司报告期内大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未发生提出或实施股份增持计划的情形； 
4.日常经营重大合同的签署和履行情形：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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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承诺人 承诺内容 履行情况 

股改承诺 无 无 无 

股份限售承诺 

1、江苏联发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 2、
联邦国际纺织有

限公司 3、上海港

鸿投资有限公司

公司控股股东联发集团

承诺：自公司股票上市

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

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

理其持有的公司股份，

也不由公司收购该部分

股份。公司其他股东联

邦国际纺织有限公司、

上海港鸿投资有限公司

承诺：自公司股票上市

之日起十二个月内不转

让其持有的公司股份。

严格履行 

收购报告书或权益变动报告书中所作承

诺 无 无 无 

重大资产重组时所作承诺 无 无 无 

发行时所作承诺 

公司控股股东联

发集团以及共同

控制人孔祥军、

崔恒富、陈警娇、

黄长根 

公司控股股东承诺：一、

不会在中国境内外以任

何方式（包括但不限于

自营、收购、兼并或新

设）从事直接或间接与

江苏联发纺织股份有限

公司构成竞争的业务及

活动；不会利用股东地

位进行任何不利于江苏

联发纺织股份有限公司

及其中小股东利益的交

易或安排；不会利用现

有的采购、销售渠道、

客户资源或优势从事任

何可能对江苏联发纺织

股份有限公司经营、发

展产生不利影响的业务

或活动，该等行为包括

但不限于：利用现有的

采购、销售渠道及客户

资源阻碍或者限制江苏

联发纺织股份有限公司

的独立发展，损害江苏

联发纺织股份有限公司

权益；不会对外散布任

何不利江苏联发纺织股

份有限公司的消息或信

息；不会利用控制地位

施加影响，造成江苏联

发纺织股份有限公司高

管、研发、技术等核心

严格履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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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门工作人员异常变更

等不利江苏联发纺织股

份有限公司发展的情

形；不会利用知悉或获

取的江苏联发纺织股份

有限公司信息直接或间

接实施任何可能损害江

苏联发纺织股份有限公

司权益的行为，并承诺

不以直接或间接方式实

施或参与实施任何可能

损害江苏联发纺织股份

有限公司权益的其他竞

争行为。" 

其他承诺（含追加承诺） 无 无 无 

3.4 对 2010 年 1-6 月经营业绩的预计 

单位：元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比上年同期增减变动幅度小于 30% 2010 年 1-6 月预计的经营业

绩 公司预计 2010 年 1-6 月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比上年同期增长 15-30% 

2009 年 1-6 月经营业绩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63,275,861.42

业绩变动的原因说明 1、世界经济逐步复苏，市场需求逐渐旺盛；2、部分募投项目已实施，支撑公司业绩增长；3、
管理改善。 

3.5 证券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