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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重要提示  

1.1 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其董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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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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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负责人姓名 孔德永 

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姓名 张学民 

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姓名 宋雪明 

公司负责人孔德永、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张学民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宋雪明声明：保

证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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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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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80,052,718.85 805,172,785.01 -15.54

所有者权益（或股东权益）(元) 562,711,050.09 552,610,579.04 1.8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元/股） 2.58 2.53 1.98

 年初至报告期期末 
比上年同期增减

(%)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57,389,921.22 -1,025.13

每股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股） -0.26 -1,200.00

 报告期 
年初至报告期期

末 

本报告期比上年

同期增减(%)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2,471,928.95 -2,471,928.95 72.05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11 -0.011 73.17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基本每股收益(元/

股) 
-0.014 -0.014 61.11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11 -0.011 73.17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0.45 -0.45 
增加 1.35 个百分

点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加权平均净资产收

益率（%） 
-0.57 -0.57 

增加 1.03 个百分

点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金额 

除同公司正常经营业务相关的有效套期保值业务外，持有交易

性金融资产、交易性金融负债产生的公允价值变动损益，以及

处置交易性金融资产、交易性金融负债和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取

得的投资收益 

728,096.99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53,441.71

所得税影响额 8,311.36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2,292.17

合计 685,258.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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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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7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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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工商银行－广发稳健增

长证券投资基金 
7,008,857 人民币普通股  

谈国平 985,290 人民币普通股  
第一创业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948,427 人民币普通股  
中国工商银行－申万巴黎新

经济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753,238 人民币普通股  

无锡市创业投资有限责任公

司 
720,000 人民币普通股  

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699,360 人民币普通股  
中国工商银行－易方达价值

成长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549,902 人民币普通股  

方文革 532,600 人民币普通股  
江苏宏源纺机股份有限公司 506,241 人民币普通股  
石配贤 490,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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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应付款比上期末余额减少 97.14%，主要系本期公司归还浙江万好万家投资有限公司往来款所

致。 

2、营业利润比上期增加 1.95 倍，主要系本期房地产公司商铺销售确认收入增加所致。 

 

3.2 重大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适用 □不适用 

目前公司重组相关事宜尚在审理过程中,公司已披露相关进展情况，详情参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和上

海证券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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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于 2006 年 12 月实施了重大资产置换。控股股东万好万家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集团公司”）

在公司《重大资产置换暨关联交易报告书》中承诺上市公司 2009 年实现的净利润将比 2008 年度实现

的净利润增加 10%，如未能实现该净利润，集团公司承诺将提供现金予以补足。2009 年度依据承诺应

达到净利润 4357.61 万元，实际净利润为 3100.37 万元。2010 年 3 月 18 日，集团公司通过银行转帐

向公司补足了差额人民币 1257.24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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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 报告期内现金分红政策的执行情况 

报告期内无执行现金分红政策的情况。 

 

 

 

浙江万好万家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孔德永 

2010 年 4 月 2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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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附录  

4.1  

合并资产负债表 

2010 年 3 月 31 日 

编制单位: 浙江万好万家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审计类型：未经审计 

项目 期末余额 年初余额 

流动资产：   

    货币资金 121,973,544.44 121,798,852.72

    结算备付金 

    拆出资金 

    交易性金融资产 780,000.00 45,498,685.99

    应收票据 

    应收账款 8,816,364.46 1,619,929.66

    预付款项 9,524,189.05 4,952,731.70

    应收保费 

    应收分保账款 

    应收分保合同准备金 

    应收利息 

    应收股利 

    其他应收款 58,276,762.19 40,253,837.42

    买入返售金融资产 

    存货 295,484,377.19 400,728,792.65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资产 

    其他流动资产 

      流动资产合计 494,855,237.33 614,852,830.14

非流动资产：   

    发放委托贷款及垫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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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投资性房地产 

    固定资产 33,919,045.74 34,583,208.18

    在建工程 105,000.00

    工程物资 

    固定资产清理 10,238.98

    生产性生物资产 

    油气资产 

    无形资产 175,540.70 187,274.36

    开发支出 

    商誉 77,331,560.78 77,331,560.78

    长期待摊费用 71,160,096.90 75,721,913.13

    递延所得税资产 2,495,998.42 2,495,998.42

    其他非流动资产 

      非流动资产合计 185,197,481.52 190,319,954.87

          资产总计 680,052,718.85 805,172,785.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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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动负债：   

    短期借款 

    向中央银行借款 

    吸收存款及同业存放 

    拆入资金 

    交易性金融负债 

    应付票据 

    应付账款 8,910,606.98 8,014,616.78

    预收款项 43,248,192.52 35,973,077.40

    卖出回购金融资产款 

    应付手续费及佣金 

    应付职工薪酬 2,078,587.63 2,327,143.66

    应交税费 58,025,017.78 54,951,099.23

    应付利息 

    应付股利 

    其他应付款 4,304,519.25 150,512,071.09

    应付分保账款 

    保险合同准备金 

    代理买卖证券款 

    代理承销证券款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 

    其他流动负债 

      流动负债合计 116,566,924.16 251,778,008.16

非流动负债：   

    长期借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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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6,566,924.16 251,778,008.16

所有者权益（或股东权益）：   

    实收资本（或股本） 218,093,090.00 218,093,090.00

    资本公积 305,131,059.35 292,558,659.35

    减：库存股 

    专项储备 

    盈余公积 23,913,854.02 23,913,854.02

    一般风险准备 

    未分配利润 15,573,046.72 18,044,975.67

    外币报表折算差额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合计 562,711,050.09 552,610,579.04

    少数股东权益 774,744.60 784,197.81

          所有者权益合计 563,485,794.69 553,394,776.85

        负债和所有者权益总计 680,052,718.85 805,172,785.01

公司法定代表人: 孔德永  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张学民  会计机构负责人:宋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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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公司资产负债表 

2010 年 3 月 31 日 

编制单位: 浙江万好万家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审计类型:未经审计 

项目 期末余额 年初余额 

流动资产：   

    货币资金 4,836,151.07 31,601,803.28

    交易性金融资产 44,718,685.99

    应收票据 

    应收账款 

    预付款项 68,166.66 9,666.63

    应收利息 

    应收股利 

    其他应收款 154,376,821.14 138,849,951.89

    存货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资产 

    其他流动资产 

      流动资产合计 159,281,138.87 215,180,107.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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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0,503,647.05 350,503,647.05

    投资性房地产 

    固定资产 18,371,915.77 18,645,844.51

    在建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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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发支出 

    商誉 

    长期待摊费用 

    递延所得税资产 

    其他非流动资产 

      非流动资产合计 368,875,562.82 369,149,491.56

        资产总计 528,156,701.69 584,329,599.35

流动负债：   

    短期借款 

    交易性金融负债 

    应付票据 

    应付账款 

    预收款项 

    应付职工薪酬 77,884.00 77,884.00

    应交税费 214,873.24 209,226.44

    应付利息 

    应付股利 

    其他应付款 22,082,071.59 90,580,043.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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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 

    其他流动负债 

      流动负债合计 22,374,828.83 90,867,154.00

非流动负债：   

    长期借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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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374,828.83 90,867,154.00

所有者权益（或股东权益）：   

    实收资本（或股本） 218,093,090.00 218,093,090.00

    资本公积 306,143,509.76 293,571,109.76

    减：库存股 

    专项储备 

    盈余公积 23,913,854.02 23,913,854.02

    一般风险准备 

    未分配利润 -42,368,580.92 -42,115,608.43

所有者权益（或股东权益）合计 505,781,872.86 493,462,445.35

        负债和所有者权益（或股东权益）总计 528,156,701.69 584,329,599.35

公司法定代表人: 孔德永  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张学民  会计机构负责人:宋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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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合并利润表 

2010 年 1—3 月 

编制单位: 浙江万好万家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审计类型：未经审计 

项目 本期金额 上期金额 

一、营业总收入 170,110,098.07 25,940,746.87

    其中：营业收入 170,110,098.07 25,940,746.87

          利息收入 

          已赚保费 

          手续费及佣金收入 

二、营业总成本 163,493,242.15 33,672,111.07

    其中：营业成本 122,927,216.79 1,631,951.64

          利息支出 

          手续费及佣金支出 

          退保金 

          赔付支出净额 

          提取保险合同准备金净额 

          保单红利支出 

          分保费用 

          营业税金及附加 11,121,008.38 1,428,222.57

          销售费用 21,371,127.87 22,060,996.40

          管理费用 7,770,075.41 7,971,570.19

          财务费用 303,813.70 579,370.27

          资产减值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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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28,096.99

          其中：对联营企业和合营企业的投资

收益 

        汇兑收益（损失以“－”号填列） 

三、营业利润（亏损以“－”号填列） 7,344,952.91 -7,731,364.20

    加：营业外收入 27,525.01 43,903.96

    减：营业外支出 80,966.72 1,033,045.70

      其中：非流动资产处置损失 

四、利润总额（亏损总额以“－”号填列） 7,291,511.20 -8,720,505.94

    减：所得税费用 9,772,893.37 149,063.15

五、净利润（净亏损以“－”号填列） -2,481,382.17 -8,869,569.09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2,471,928.95 -8,843,365.02

    少数股东损益 -9,453.22 -26,204.07

六、每股收益：   

    （一）基本每股收益 -0.011 -0.041

    （二）稀释每股收益 -0.011 -0.041

七、其他综合收益 

八、综合收益总额 -2,481,382.17 -8,869,569.09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综合收益总额 -2,471,928.95 -8,843,365.02

    归属于少数股东的综合收益总额 -9,453.22 -26,204.07

 

公司法定代表人: 孔德永  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张学民  会计机构负责人:宋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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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公司利润表 

2010 年 1—3 月 

编制单位: 浙江万好万家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审计类型：未经审计 

项目 本期金额 上期金额 

一、营业收入 

    减：营业成本 

        营业税金及附加 1,680.00 7,840.00

        销售费用 

        管理费用 1,009,443.06 992,097.73

        财务费用 -42,472.62 -84,868.54

        资产减值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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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15,707.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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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2,942.49 -915,069.19

    加：营业外收入 

    减：营业外支出 30.00 140.00

      其中：非流动资产处置损失 

三、利润总额（亏损总额以“－”号填列） -252,972.49 -915,209.19

    减：所得税费用 

四、净利润（净亏损以“－”号填列） -252,972.49 -915,209.19

五、每股收益：   

    （一）基本每股收益 

    （二）稀释每股收益 

六、其他综合收益 

七、综合收益总额 -252,972.49 -915,209.19

公司法定代表人: 孔德永  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张学民  会计机构负责人:宋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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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合并现金流量表 

2010 年 1—3 月 

编制单位: 浙江万好万家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审计类型：未经审计 

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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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3,750,425.74 36,514,830.60

    客户存款和同业存放款项净增加额 

    向中央银行借款净增加额 

    向其他金融机构拆入资金净增加额 

    收到原保险合同保费取得的现金 

    收到再保险业务现金净额 

    保户储金及投资款净增加额 

    处置交易性金融资产净增加额 

    收取利息、手续费及佣金的现金 

    拆入资金净增加额 

    回购业务资金净增加额 

    收到的税费返还 

    收到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67,421,238.76 90,105,559.40

      经营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221,171,664.50 126,620,390.00

    购买商品、接受劳务支付的现金 19,824,758.23 28,726,435.82

    客户贷款及垫款净增加额 

    存放中央银行和同业款项净增加额 

    支付原保险合同赔付款项的现金 

    支付利息、手续费及佣金的现金 

    支付保单红利的现金 

    支付给职工以及为职工支付的现金 6,324,069.20 7,110,068.55

    支付的各项税费 9,625,716.56 4,875,954.32

    支付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242,787,041.73 91,008,654.30

      经营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278,561,585.72 131,721,112.99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57,389,921.22 -5,100,722.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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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5,434,393.94

    处置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收

回的现金净额 
18,500.00 15,315.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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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5,452,893.94 15,315.15

    购建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支

付的现金 
460,681.00 327,797.85

    投资支付的现金 

    质押贷款净增加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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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60,681.00 327,797.85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44,992,212.94 -312,482.70

三、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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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吸收投资收到的现金 

    其中：子公司吸收少数股东投资收到的现金

    取得借款收到的现金 19,000,000.00

    发行债券收到的现金 

    收到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12,572,400.00

      筹资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12,572,400.00 19,00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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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81,191.13

    其中：子公司支付给少数股东的股利、利润

    支付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筹资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2,981,191.13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2,572,400.00 16,018,808.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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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4,691.72 10,605,603.18

    加：期初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余额 121,798,852.72 129,489,693.27

六、期末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余额 121,973,544.44 140,095,296.45

公司法定代表人: 孔德永  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张学民  会计机构负责人:宋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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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公司现金流量表 

2010 年 1—3 月 

编制单位: 浙江万好万家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审计类型:未经审计 

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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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收到的税费返还 

    收到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50,046,353.76 64,690,838.20

      经营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50,046,353.76 64,690,838.20

    购买商品、接受劳务支付的现金 

    支付给职工以及为职工支付的现金 289,718.03 371,168.77

    支付的各项税费 1,710.00 40,192.53

    支付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89,092,977.94 59,401,073.68

      经营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89,384,405.97 59,812,434.98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39,338,052.21 4,878,403.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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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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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购建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支

付的现金 
1,53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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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30.00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53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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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000,000.00

    收到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12,572,400.00

      筹资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12,572,400.00 19,00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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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81,191.13

    支付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筹资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2,981,191.13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2,572,400.00 16,018,808.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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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765,652.21 20,895,682.09

    加：期初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余额 31,601,803.28 56,730,311.20

六、期末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余额 4,836,151.07 77,625,993.29

公司法定代表人: 孔德永  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张学民  会计机构负责人:宋雪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