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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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确性和完整性承

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摘自半年度报告全文，报告全文同时刊载于http://www.sse.com.cn。投

资者欲了解详细内容，应当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文。 

    1.2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会议。  

    1.3 公司半年度财务报告未经审计。 

    1.4 公司负责人刘兴堂、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康道远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

人员）康道远声明：保证本半年度报告中财务报告的真实、完整。 

§2 上市公司基本情况 

2.1 公司基本情况简介 
股票简称 ST 松辽 
股票代码 600715 

上市证券交易所 上海证券交易所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孙华东  
联系地址 辽宁省沈阳市苏家屯区白松路 22 号  
电话 （024）31489863  
传真 （024）31489909  

电子信箱 slqccom@mail.sy.ln.cn  

2.2 主要财务数据和指标 

2.2.1 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单位: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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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1,968,048.21 395,878,811.92 -16.14
所有者权益（或股东权益） 193,356,460.32 178,919,838.22 8.07
每股净资产(元) 0.862 0.798 8.02

 
报告期 

（1－6 月）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 

营业利润 22,272,592.70 -6,466,604.63 444.42
利润总额 22,097,246.47 -6,369,542.09 446.92
净利润 14,436,622.10 -6,383,059.33 326.17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14,612,871.33 -6,480,121.87 325.50
基本每股收益(元) 0.06438 -0.028 328.57
稀释每股收益(元) 0.06438 -0.028  
净资产收益率(%) 7.50 -3.58 增加 305.50 个百分点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442,980.13 2,324,781.58 -80.95
每股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0.002 0.01 -8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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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2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 

√适用 □不适用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 金额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 -163,703.89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支净额 -12,545.34

合计 -176,249.23

2.2.3 国内外会计准则差异 

□适用 √不适用  

§3 股本变动及股东情况 

3.1 股份变动情况表 

□适用 √不适用 

3.2 股东数量和持股情况 

单位：股 
报告期末股东总数  19,281

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 
持股总数 

持有有限售条件

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的股份数量 

上海华汇中顺汽车销售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29.89 67,040,000 67,040,000  

上海中润汽车制动器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16.95 38,000,000 38,000,000  

伟业汽车集团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6.24 14,000,000 14,000,000  

沈阳锦川餐饮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0.81 1,820,000 1,820,000 未知 

林其祥 境内自然人 0.48 1,075,200 0 未知 

广州市和盛实业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0.45 1,002,600 0 未知 

陶源 境内自然人 0.36 806,494 0 未知 

谭福洪 境内自然人 0.34 768,904 0 未知 

项伯坚 境内自然人 0.34 757,060 0 未知 

上海康隆企业发展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0.31 700,000 700,000 未知 

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股份数量 股份种类 

林其祥 1,075,200 人民币普通股 

广州市和盛实业有限公司 1,002,600 人民币普通股 

陶源 806,494 人民币普通股 

谭福洪 768,904 人民币普通股 

项伯坚 757,060 人民币普通股 

吴长英 560,000 人民币普通股 

陈洁 551,401 人民币普通股 

刘雅琴 450,372 人民币普通股 

余春玲 428,030 人民币普通股 

广州珠丰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412,000 人民币普通股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关系的说明 

1、截止报告期末，持有公司 5％（含 5％）以上股份的股东为上海华汇中顺汽车销售有限公

司、上海中润汽车制动器有限公司、伟业汽车集团有限公司等三家公司，上述三家公司所持股

份无冻结或质押情况。 

2、前十名股东中，上海华汇中顺汽车销售有限公司、上海中润汽车制动器有限公司为同一实际

控制 1、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属于一致行动人，本公司不详； 

3、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和前十名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属于一致行动人，本公司不

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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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适用 √不适用 

§4 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4.1 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持股变动 

□适用 √不适用  

§5 董事会报告 

5.1 主营业务分行业、产品情况表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分行业或分产品 营业收入 营业成本 毛利率(%) 
营业收入比上年

同期增减(%) 

营业成本比上

年同期增减(%) 

毛利率比上年同期增

减(%) 

分行业  

汽车车身零部件行业 53,069,842.04 51,404,551.56 3.14 31.69 52.87 减少 13.42 个百分点

分产品  

汽车车身零部件 53,069,842.04 51,404,551.56 3.14 31.69 52.87 减少 13.42 个百分点

其中：报告期内上市公司向控股股东及其子公司销售产品或提供劳务的关联交易金

额 0万元。  

    5.2 主营业务分地区情况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地区 营业收入 营业收入比上年增减（％） 

沈阳地区 53,069,842.04 31.69

5.3 主营业务及其结构发生重大变化的原因说明 

□适用 √不适用 

5.4 主营业务盈利能力（毛利率）与上年相比发生重大变化的原因说明 

√适用 □不适用 

由于原材料价格上涨等原因导致成本上升及销售价格下降等其他原因影响，公司报

告期内的毛利率较去年同期有一定幅度下降。 

5.5 利润构成与上年度相比发生重大变化的原因分析 

√适用 □不适用 
2007 年 1-6 月份 2006 年 1－6月份 

项目 
金额（元） 

占利润总额

比例（％）
金额（元） 

占利润总额

比例（％） 

增减（％） 

营业利润 22,272,592.70 100.79 -6,466,604.63 101.52 444.42

期间费用 4,303,584.20 19.48 14,302,845.31 224.55 -699.11

营业外收支净额 -175,346.23 0.79 97,062.54 1.52 -280.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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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变化原因 

1、营业利润本期为 22,272,592.70 元，占利润总额 100.79%，较上年同期增幅

444.42%，主要是本期期间费用下降等原因所致。期间费用比上年同期减少9,999,261.11

元，减幅 699.11%； 

2、期间费用本期为4,303,584.20元，占利润总额19.48%，较上年同期减幅699.11%，

其中管理费用本期为 4,283,478.71 元，比上年同期减少 1,931,368.71 元，减幅

31.08%，主要原因系本期维修费及办公费较上年同期减少所致； 

3、营业外收支净额本期为-175,346.23 元，占利润总额 0.79%，较上年同期减幅

280.65%，主要原因是无处置固定资产收入所致。 

5.6 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5.6.1 募集资金运用 

□适用 √不适用 

5.6.2 变更项目情况 

□适用 √不适用  

5.7 董事会下半年的经营计划修改计划 

□适用 √不适用  

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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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 

□适用 √不适用  

5.9 公司董事会对会计师事务所本报告期“非标准审计报告”的说明 

□适用 √不适用  

5.10 公司董事会对会计师事务所上年度“非标准审计报告”涉及事项的变化及处理

情况的说明 

□适用 √不适用  

§6 重要事项 

6.1 收购、出售资产及资产重组 

6.1.1 收购资产  

□适用 √不适用 

6.1.2 出售资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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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用 √不适用 

6.1.3 自资产重组报告书或收购出售资产公告刊登后，该事项的进展情况及对报告

期经营成果与财务状况的影响。 

□适用 √不适用  

6.2 担保事项 

□适用 √不适用 

6.3 非经营性关联债权债务往来 

□适用 √不适用 

    6.4 重大诉讼仲裁事项 

√适用 □不适用 

 关于公司与中国人民解放军沈阳军区联勤部资金调节开发中心借款纠纷的诉讼，沈

阳市中级人民法院于 2002 年 10 月 14 日开庭审理，并于 2003 年 6 月作出一审判决，判

决本公司返还中国人民解放军沈阳军区联勤部资金调节开发中心借款本金 2801 万元，给

付尚欠利息 1093 万元，并给付 2801 万元本金从 2002 年 1 月 1 日起至本判决确定的给付

之日止的利息，利息按照中国人民银行规定的同期银行贷款利率计算。对于以上判决结

果，公司上诉至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于 2003 年 12 月 3 日公开开

庭对此案进行了审理，并于 2004 年 4 月 20 日下发了（2003）辽民二合终字第 213 号民

事判决书，判决结果为驳回本公司的上诉，维持原判，此判决为终审判决。 

    2007 年 4 月 26 日，公司与其签署协议，将上述判决书确认的全部债务转移至沈阳

松辽企业（集团）有限公司承接。 

    该重大事项刊登在 2007 年 4 月 26 日的《中国证券报》和《上海证券报》。 

6.5 其它重大事项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6.5.1 公司持有其他上市公司发行的股票和证券投资情况 

□适用 √不适用  

6.5.2 公司持有非上市金融企业、拟上市公司股权的情况 

□适用 √不适用  

6.5.3 其他重大事项的说明 

□适用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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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财务报告 

7.1 审计意见 

财务报告  √未经审计   □审计  

7.2 财务报表 

资产负债表（一） 

2007 年 06 月 30 日 

编制单位: 松辽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单位: 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附注 期末余额 年初余额 

流动资产：    

货币资金  47,948.91 206,396.54

交易性金融资产    

应收票据    

应收账款  3,642,082.73 60,034,880.48

预付款项  12,696,045.30 4,199,387.10

应收利息    

应收股利    

其他应收款  16,522,147.84 22,426,435.05

存货  7,853,259.81 3,862,143.45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资产    

其他流动资产    

流动资产合计  40,761,484.59 90,729,242.62

非流动资产：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持有至到期投资    

长期应收款    

长期股权投资  43,928,255.58 43,928,255.58

投资性房地产  82,902,850.92 84,365,759.23

固定资产  111,057,579.65 115,890,753.30

在建工程  19,644,650.97 19,262,034.21

工程物资    

固定资产清理    

生产性生物资产    

油气资产    

无形资产  12,216,457.83 8,918,707.38

开发支出    

商誉    

长期待摊费用   3,666,666.56

递延所得税资产  21,456,768.67 29,117,393.04

其他非流动资产    

非流动资产合计  291,206,563.62 305,149,569.30

资产总计  331,968,048.21 395,878,811.92

公司法定代表人:刘兴堂     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康道远     会计机构负责人:康道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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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产负债表（二） 

2007 年 06 月 30 日 

编制单位: 松辽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单位: 元 币种:人民币 
    

流动负债：    

短期借款    

交易性金融负债    

应付票据    

应付账款  51,925,210.03 51,400,539.62

预收款项  5,603,578.53 5,689,454.53

应付职工薪酬  2,355,267.60 3,107,593.33

应交税费  29,489,048.06 30,596,194.75

应付利息  0 43,727,737.00

应付股利    

其他应付款  49,238,483.67 66,437,454.47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    

其他流动负债    

流动负债合计  138,611,587.89 200,958,973.70

非流动负债：    

长期借款   16,000,000.00

应付债券    

长期应付款    

专项应付款    

预计负债    

递延所得税负债    

其他非流动负债    

非流动负债合计    

负债合计  138,611,587.89 216,958,973.70

所有者权益（或股东权益）：    

实收资本（或股本）  224,256,000.00 224,256,000.00

资本公积  446,742,657.12 446,742,657.12

减：库存股    

盈余公积  9,337,473.56 9,337,473.56

未分配利润  -486,979,670.36 -501,416,292.46

所有者权益（或股东权益）合计  193,356,460.32 178,919,838.22

负债和所有者权益（或股东权

益）总计 
 331,968,048.21 395,878,811.92

公司法定代表人:刘兴堂     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康道远     会计机构负责人:康道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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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润表 

2007 年 1-6 月 

编制单位: 松辽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单位: 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附注 本期金额 上期金额 

一、营业收入  58,572,617.34 45,041,391.46

减：营业成本  55,302,233.68 36,956,103.17

营业税金及附加  54,543.12 249,047.61

销售费用    

管理费用  4,283,478.71 6,214,847.42

财务费用  20,105.49 8,087,997.89

资产减值损失  -23,360,336.36  

加：公允价值变动收益（损失以“－”号填列）    

投资收益（损失以“－”号填列）    

其中：对联营企业和合营企业的投资收益    

二、营业利润（亏损以“－”号填列）  22,272,592.70 -6,466,604.63

加：营业外收入  903.00 97,062.54

减：营业外支出  176,249.23  

其中：非流动资产处置净损失  163,703.89  

三、利润总额（亏损总额以“－”号填列）  22,097,246.47 -6,369,542.09

减：所得税费用  7,660,624.37 13,517.24

四、净利润（净亏损以“－”号填列）  14,436,622.10 -6,383,059.33

五、每股收益：    

（一）基本每股收益  0.064 -0.028

（二）稀释每股收益           0.064 -0.028

公司法定代表人:刘兴堂     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康道远     会计机构负责人:康道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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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金流量表 

2007 年 1-6 月 

编制单位: 松辽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附注 本期金额 上期金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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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4,574,497.50 57,838,827.39

收到的税费返还    

收到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125,000.00 6,415,106.14

经营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94,699,497.50 64,253,933.53

购买商品、接受劳务支付的现金  88,626,349.92 55,393,358.73

支付给职工以及为职工支付的现金  1,557,388.96 1,202,950.77

支付的各项税费  3,345,069.58 2,984,982.20

支付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727,708.91 2,347,860.25

经营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94,256,517.37 61,929,151.95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442,980.13 2,324,781.58

二、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收回投资收到的现金    

取得投资收益收到的现金    

处置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收回

的现金净额 
  177,940.00

处置子公司及其他营业单位收到的现金净额    

收到其他与投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投资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177,940.00

购建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支付

的现金 
 601,427.76 2,495,306.85

投资支付的现金    

取得子公司及其他营业单位支付的现金净额    

支付其他与投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投资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601,427.76 2,495,306.85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601,427.76 -2,317,366.85

三、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吸收投资收到的现金    

取得借款收到的现金    

收到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1,209.31

筹资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1,209.31

偿还债务支付的现金    

分配股利、利润或偿付利息支付的现金    

支付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筹资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209.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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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汇率变动对现金及现金等价物的影响    

五、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  -158,447.63 8,624.04

加：期初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余额  206,396.54 709,909.69

六、期末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余额  47,948.91 718,533.73

补充资料    

1．将净利润调节为经营活动现金流量：    

净利润  14,436,622.10 -6,383,059.33

加：资产减值准备  -23,360,336.36  

固定资产折旧、油气资产折耗、生产性生物资

产折旧 
 5,222,004.5 4,933,222.50

无形资产摊销  1,274,089.68 1,012,060.38

长期待摊费用摊销   250,000.02

处置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的损

失（收益以“－”号填列） 
 163,703.89 -96,862.54

固定资产报废损失（收益以“－”号填列）    

公允价值变动损失（收益以“－”号填列）    

财务费用（收益以“－”号填列）   8,087,997.89

投资损失（收益以“－”号填列）    

递延所得税资产减少（增加以“－”号填列）  7,660,624.37 13,517.24

递延所得税负债增加（减少以“－”号填列）    

存货的减少（增加以“－”号填列）  -3,991,116.36 -5,317,366.10

经营性应收项目的减少（增加以“－”号填

列） 
 9,127,315.31 -1,983,918.20

经营性应付项目的增加（减少以“－”号填

列） 
 -10,089,927.00 1,809,189.72

其他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442,980.13 2,324,781.58

2．不涉及现金收支的重大投资和筹资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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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动情况：    

现金的期末余额  47,948.91 718,533.73

减：现金的期初余额  206,396.54 709,909.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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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8,447.63 8,624.04

公司法定代表人:刘兴堂     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康道远     会计机构负责人:康道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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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者权益变动表 

2007 年 1-6 月 

编制单位: 松辽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本期金额 

项目 
实收资本(或股本) 资本公积 减：库存股 盈余公积 未分配利润 所有者权益合计 

一、上年年末余额 224,256,000.00 446,742,657.12 9,337,473.56 -530,533,685.50 149,802,445.18

加：会计政策变更  29,117,393.04 29,117,393.04

前期差错更正  

二、本年年初余额 224,256,000.00 446,742,657.12 9,337,473.56 -501,416,292.46 178,919,838.22

三、本年增减变动金额（减少以“－”号

填列） 
 14,436,622.10 14,436,622.10

（一）净利润  14,436,622.10 14,436,622.10

（二）直接计入所有者权益的利得和损失  

1．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公允价值变动净额  

2．权益法下被投资单位其他所有者权益变

动的影响 
 

3．与计入所有者权益项目相关的所得税影

响 
 

4．其他  

上述（一）和（二）小计  

（三）所有者投入和减少资本  

1．所有者投入资本  

2．股份支付计入所有者权益的金额  

3．其他  

（四）利润分配  

1．提取盈余公积  

2．对所有者（或股东）的分配  

3．其他  

（五）所有者权益内部结转  

1．资本公积转增资本（或股本）  

2．盈余公积转增资本（或股本）  

3．盈余公积弥补亏损  

4．其他  

四、本期期末余额 224,256,000.00 446,742,657.12 9,337,473.56 -486,979,670.36 193,356,460.32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上年同期金额 

项目 
实收资本(或股本) 资本公积 减：库存股 盈余公积 未分配利润 所有者权益合计

一、上年年末余额 224,256,000.00 290,980,395.02  9,337,473.56 -554,879,479.61 -30,305,611.03

加：会计政策变更     47,585,378.04 47,585,378.04

前期差错更正       

二、本年年初余额 224,256,000.00 290,980,395.02  9,337,473.56 -507,294,101.57 17,279,767.01

三、本年增减变动金额（减少以“－”号填

列） 
 6,979,121.66   -6,383,059.33 596,062.33

（一）净利润     -6,383,059.33 -6,383,059.33

（二）直接计入所有者权益的利得和损失  6,979,121.66    6,979,121.66

1．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公允价值变动净额       

2．权益法下被投资单位其他所有者权益变动的

影响 
      

3．与计入所有者权益项目相关的所得税影响       

4．其他  6,979,121.66    6,979,121.66

上述（一）和（二）小计       

（三）所有者投入和减少资本       

1．所有者投入资本       

2．股份支付计入所有者权益的金额       

3．其他       

（四）利润分配       

1．提取盈余公积       

2．对所有者（或股东）的分配       

3．其他       

（五）所有者权益内部结转       

1．资本公积转增资本（或股本）       

2．盈余公积转增资本（或股本）       

3．盈余公积弥补亏损       

4．其他       

四、本期期末余额 224,256,000.00 297,959,516.68  9,337,473.56 -513,677,160.90 17,875,829.34

公司法定代表人:刘兴堂       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康道远        会计机构负责人:康道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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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 报表附注 

7.3.1 本报告期无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变更或会计差错更正情况。 

7.3.2 报告期内，公司财务报表合并范围未发生重大变化。 

 

 

 

 

 

 

董事长：刘兴堂 

松辽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2007 年 8 月 31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