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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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第三季度财务报告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
1.3 公司负责人邱醒亚、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柳敏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刘
丽华声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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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1.9.30

2010.12.31

增减幅度（%）

总资产（元）

1,684,505,006.79

1,608,237,197.70

4.7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元）

1,461,700,118.96

1,404,071,466.50

4.10%

223,400,000.00

111,700,000.00

100.00%

6.54

12.57

-47.97%

股本（股）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元/
股）

2011 年 7-9 月

比上年同期增减（%）

2011 年 1-9 月

比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总收入（元）

249,563,570.53

17.00%

716,421,039.11

24.5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32,006,495.26

-24.67%

102,397,245.65

10.67%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

-

104,361,462.63

77.05%

每股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股）

-

-

0.47

46.88%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4

-30.00%

0.46

-8.00%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4

-30.00%

0.46

-8.0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2.21%

-1.02%

7.15%

-4.04%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加权平均净资产
收益率（%）

2.13%

-0.90%

7.06%

-3.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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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经常性损益项目
单位：元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

金额

附注（如适用）
-112,952.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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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0,000.00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313,704.53

所得税影响额

-19,118.57
1,181,633.76

合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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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630

报告期末股东总数（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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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晋宁

11,150,488 人民币普通股

苏健

11,099,520 人民币普通股

叶汉斌

10,708,266 人民币普通股

严学锋

9,466,400 人民币普通股

中国工商银行－天弘精选混合型证券投资基
金

4,712,947 人民币普通股 其他

金宇星

4,605,4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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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92,975 人民币普通股 其他

刘愚

3,579,450 人民币普通股

中国农业银行－长盛同德主题增长股票型证
券投资基金

3,300,458 人民币普通股 其他

王长坤

2,532,6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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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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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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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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承诺事项

承诺人

股改承诺

承诺内容

履行情况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收购报告书或权益变动报告书中所作承
不适用
诺

不适用

不适用

重大资产重组时所作承诺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发行时所作承诺

公司控股股东邱
醒亚承诺

其他承诺（含追加承诺）

控股股东及实际
控制人邱醒亚避
免同业竞争的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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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
前妻张丽冰的 3,788,424 股股份）
，也不由公司
回购其持有的股份；承诺期限届满后，上述股
份可以流通和转让。上述承诺期限届满后，在
严格履行承诺，报告
本人任职董事、监事或高级管理人员期间每年
期内未有违返承诺的
转让的股份不超过所持有公司股份总数的百
情况
分之二十五。在离职后半年内，不转让所持有
的公司股份；申报离任六个月后的十二月内通
过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出售公司股票数量占
所持有公司股票总数的比例不得超过百分之
五十。
在本人作为兴森快捷控股股东、实际控制
人或在公司任高级管理人员期间，本人及其控
制的企业不会直接或间接地以任何方式（包括
但不限于自营、合资或联营）参与或进行与兴
森快捷主营业务存在直接或间接竞争的任何
严格履行承诺，报告
业务活动；将充分尊重兴森快捷的独立法人地
期内未有违返承诺的
位，严格遵守公司章程，保证兴森快捷独立经
情况
营、自主决策；将善意履行作为兴森快捷大股
东的义务，不利用大股东地位，促使兴森快捷
的股东大会或董事会作出侵犯其他股东合法
权益的决议。如果违反上述声明、保证与承诺，
本人同意给予公司赔偿。

3.4 对 2011 年度经营业绩的预计
2011 年度预计的经营业绩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比上年同期增长幅度小于 50%

2011 年度净利润同比变动幅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比上年同期增长幅度
度的预计范围
为：

5.00%

～～

15.00%

2010 年度经营业绩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业绩变动的原因说明

2011 年开始，全球范围内电子产业的总体景气度一般，进入三季度后，受欧债危机影响，
以欧洲为代表的海外市场需求有明显下滑，影响到包括美国和亚太市场，市场现状对订单进一
步快速增长形成较大压力。进入下半年后，因市场需求下滑影响，公司积极市场策略调整的效
应还未完全发挥作用，三季度实际销售收入环比二季度有小幅下降，同比增幅有一定回落。因
公司今年加大了研发和市场拓展方面的投入，在管理费用及销售费用方面同比有大幅增长，尤
其是研发费用投入在今后一段时间内将持续保持较高水平，对净利润值会有一定影响。公司仍
将积极调整市场策略，努力寻求市场新增长点及提升现有客户群的市场份额，预计全年的销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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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入将保持 20%左右的同比增长，整体毛利率水平将努力保持在稳定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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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州科学城子公司广州
2011 年 07 月 08
兴森快捷电路科技有限
日
公司

实地调研

上海尚雅投资、纽银基金、
天弘基金、汇添富、长盛基 已发布公告及报告范围内的公司情况
金、惠理投资

广州科学城子公司广州
2011 年 07 月 20
兴森快捷电路科技有限
日
公司

实地调研

华泰联合证券、招商基金、
施罗德基金、摩根士丹利华 已发布公告及报告范围内的公司情况
鑫基金、国信证券

广州科学城子公司广州
2011 年 09 月 01
兴森快捷电路科技有限
日
公司

实地调研

招商证券、长江证券、国投
瑞银、广东新价值投资有限
已发布公告及报告范围内的公司情况
公司、悟空投资、兴业证券、
东北证券

广州科学城子公司广州
2011 年 09 月 14
兴森快捷电路科技有限
日
公司

实地调研

江海证券、中投证券、广发
证券、海通证券、中国人寿、已发布公告及报告范围内的公司情况
中信证券

广州科学城子公司广州
2011 年 09 月 20
兴森快捷电路科技有限
日
公司

实地调研

申银万国证券、信达澳银基
金、中再资产、中海基金、
已发布公告及报告范围内的公司情况
中邮证券、中银基金、三星
资产运用、华宝兴业

广州科学城子公司广州
2011 年 09 月 21
兴森快捷电路科技有限
日
公司

实地调研

中信建设证券

广州科学城子公司广州
2011 年 09 月 22
兴森快捷电路科技有限
日
公司

实地调研

宏源证券、源乐晟、国金金
融、华西证券、德丰华投资、已发布公告及报告范围内的公司情况
安信证券

已发布公告及报告范围内的公司情况

深圳市兴森快捷电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邱醒亚
二 0 一一年十月二十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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