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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重要提示

1.1� �本年度报告摘要摘自年度报告全文，投资者欲了解详细内容，应当仔

细阅读同时刊载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等中国证监会指定网站上的年度报告

全文。

1.2� �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ST

宏盛 股票代码

600817

股票上市交易所 上海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姓名 谢斌

电话

029-88661759

传真

029-88661759

电子信箱

hs600817@163.com

二、 主要财务数据和股东变化

2.1� �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2013

年

(

末

) 2012

年

(

末

)

本年

(

末

)

比上年

(

末

)

增减

（

%

）

2011

年

(

末

)

总资产

803,994,000.83 765,758,367.70 4.99 99,832,684.6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120,080,901.12 117,603,783.76 2.11 -1,780,624,687.17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4,100,396.93 52,402,681.42 -145.99 -2,262,185.47

营业收入

51,524,556.49 41,581,500.19 23.91 16,654,884.9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 2,477,117.36 1,762,164,608.78 -99.86 7,446,906.0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

益的净利润

???

-737,049.63 2,984,750.42 -124.69 -14,904,981.76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

）

2.08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基本每股收益

（

元

／

股

）

0.02 10.95 -99.82 0.05

稀释每股收益

（

元

／

股

）

0.02 10.95 -99.82 0.05

2.2� �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股东总数

11,631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第

5

个交易日

末股东总数

11,052

前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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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安普明物流贸易发展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20.87 33,589,968 33,589,968

无

张金成 境内自然人

11.00 17,700,009 7,764,195

质押

15,764,195

上海宏普实业投资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3.25 5,231,016 5,231,008

冻结

5,231,016

张淑平 境内自然人

1.28 2,056,158

无

许亚林 境内自然人

1.07 1,719,820

无

冷晓斌 境内自然人

0.90 1,446,937

无

姚强 境内自然人

0.64 1,035,997

无

肖宏 境内自然人

0.62 1,000,000

无

西安盈瑞创投科技有限公司 境内自然人

0.60 965,326

无

史雪梅 境内自然人

0.57 922,447

无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无法获知前十名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

，

或属于

《

上市公司股东持股

变动信息披露管理办法

》

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

2.3� �以方框图描述公司与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

三、 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报告期内公司主营业务为融资租赁业务。 全年共实现收入51,524,556.49

元，实现利润总额 15,963,919.80元，实现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2,477,

117.36元。

本期公司正处于重整过程中，各项进程相对还是较顺利的，资产处置工作

在有序进行中，为尽早恢复主营业务盈利能力，避免公司退市，公司在本次重

整中引入了战略投资者。 公司本次引入战略投资者注入其经营性资产，只能用

于解决公司持续经营问题。

本期公司主要的营业收入来自于融资租赁公司， 但因为受到国家相关税

收制度的调控影响，本次融资租赁收入下降明显，毛利率下降幅度也比较大。

在引入融资租赁公司的基础上， 公司持续经营能力问题获得了一定程度

的解决，但为了实现彻底解决持续经营能力问题的最终重整目标，公司将引入

重组方对公司实施重大资产重组。 潜在重组方将通过非公开发行等方式，向公

司注入盈利能力优良、符合国家产业政策的优质经营性资产，力争使重组完成

后的宏盛科技成为经营稳健、业绩优良的上市公司。

(一)� �主营业务分析

1、 利润表及现金流量表相关科目变动分析表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科目 本期数 上年同期数 变动比例

（

%

）

营业收入

51,524,556.49 41,581,500.19 23.91

营业成本

26,712,202.35 13,615,289.47 96.19

销售费用

4,500.00 199,621.20 -97.75

管理费用

14,981,860.35 12,749,123.50 17.51

财务费用

-2,029,709.02 -709,337.25 186.14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4,100,396.93 52,402,681.42 -145.99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2,044,964.67 -232,306,525.19 -109.49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43,735,505.58 194,743,908.45 -77.54

2、 收入

(1)� �驱动业务收入变化的因素分析

营业收入本年发生51,524,556.49元，较上年增加了23.91%，主要是本期

新增业务所致。

(2)� �主要销售客户的情况

客户名称 营业收入总额 占公司全部营业收入的比例

(%)

租赁客户

11,796,969.09 22.90

融资租赁客户

1 9,198,719.04 17.85

融资租赁客户

2 4,273,504.27 8.29

融资租赁客户

3 3,755,791.25 7.29

融资租赁客户

4 3,369,899.23 6.54

合计

32,394,882.88 62.87

3、 成本

(1)� �成本分析表

单位:元

分行业情况

分行业

成本构成项

目

本期金额

本期占总成

本比例

(%)

上年同期金额

上年同期占

总成本比例

(%)

本期金额较上

年同期变动比

例

(%)

租赁

0.00 2,421,699.96 17.79 -100

融资租赁

26,712,202.35 100.00 2,735,419.98 20.09 876.53

物业管理

0.00 8,458,169.53 62.12 -100

合计

26,712,202.35 100.00 13,615,289.47 100

4、 费用

销售费用

项目 本期金额 上期金额

合计

4,500.00 199,621.20

工资及附加

0.00 99,621.20

招聘费

4,500.00

广告费

0.00 100,000.00

管理费用

项目 本期金额 上期金额

合计

14,981,860.35 12,749,123.50

咨询费

1,607,376.00 1,802,394.32

工资

、

福利及附加

6,160,823.57 5,442,749.77

税金

0.00 1,173,220.90

差旅费

1,094,064.15 1,195,049.73

办公费

639,820.89 365,390.75

租赁费

1,584,849.45 360,019.14

财务费用

类别 本期金额 上期金额

利息支出

减

：

利息收入

2,075,801.43 332,923.06

汇兑损益

1,237.85 371.72

减

：

汇兑收益

-147.11 398,755.44

其他

44,707.45 21,969.53

合计

-2,029,709.02 -709,337.25

财务费用本期为负数，较上期变化较大主要是本期利息收入变化较大。

所得税费用

项目 本期金额 上期金额

按税法及相关规定计算的当期所得税

4,783,223.77 5,450,484.43

递延所得税调整

441,079.77 -438,750.00

合计

5,224,303.54 5,011,734.43

5、 现金流

项目

2013

年

??2012

年

??

本期比上年增减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净流量

-24,100,396.93 ?52,402,681.42?? -145.99%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净流量

?22,044,964.67 -232,306,525.19 109.49%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净流量

?43,735,505.58 194,743,908.45 -77.54%

经营活动本期净流入-24,100,396.93元，较上期净流入减少巨大，主要是

本期新增业务导致资金流出较大。

投资活动本期净流量22,044,964.67元，较上期净流入增加巨大，主要是

本期受税制变化影响较大，投资支出下降较快。

筹资活动本期净流量43,735,505.58元，较上期净流入减少巨大，主要是

本期受税制变化影响较大，新增贷款较少。

6、 其它

(1)� �公司利润构成或利润来源发生重大变动的详细说明

公司本期利润较上期有大幅的减少，主要是上期确认了处置子公司收益、

重整收益所致，其中上期将"其他流动负债"在新会计准则实施后已计入合并利

润表的超额亏损等相关事项11.24亿元，作为投资收益，计入上期合并利润表。

按照公司重整计划确认重整收益643,360,055.69元计入营业外收入。 该收入

事项属于一次性发生，非经常性的业务。

(2)� �其他

本期公司主要的营业收入来自于融资租赁公司， 这一点充分显示了公司

引入的融资租赁公司的盈利能力和良好的发展前景。

(二)� �行业、产品或地区经营情况分析

1、 主营业务分行业、分产品情况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主营业务分行业情况

分行业 营业收入 营业成本 毛利率

（

％

）

营业收入比上年

增减

(%)

营业成本比上年

增减

(%)

毛利率比上年增

减

（

%

）

租赁

-100.00 -100.00

融资租赁

51,524,556.49 26,712,202.35 48.16 110.86 876.53

减少

40.65

个百

分点

物业管理

-100.00 -100.00

合计

51,524,556.49 26,712,202.35 48.16 23.91 96.19

减少

19.10

个百

分点

融资租赁是公司本期全部业务，本期实现收入51,524,556.49元，较上期

增加10.86%，本期收入主要是融资租赁租金收入和手续费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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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国内

51,524,556.49 23.91

国外

合计

51,524,556.49 23.91

(三)� �资产、负债情况分析

1、 资产负债情况分析表

单位:元

项目名称 本期期末数

本期期末数占

总资产的比例

（

%

）

上期期末数

上期期末数占

总资产的比例

（

%

）

本期期末金额较

上期期末变动比

例

（

%

）

货币资金

65,390,214.98 8.13 16,829,050.92 2.20 288.56

应收账款

504,736.20 0.06 2,932,507.40 0.38 -82.79

预付账款

1,334,017.50 0.17 2,098,647.50 0.27 -36.43

其他应收款

9,886,116.72 1.23 7,493,815.34 0.98 31.92

其他流动资产

0.00 0.00 4,173,303.41 0.54 -100.00

递延所得税资产

165,557.73 0.02 606,637.50 0.08 -72.71

应付职工薪酬

778,925.03 0.10 2,499,776.58 0.33 -68.84

应交税费

3,307,154.24 0.41 10,684,179.72 1.40 -69.05

一年内到期非流动负债

30,951,648.50 3.85 12,398,800.00 1.62 149.63

固定资产

707,158.60 0.09 958,944.32 0.13 -26.26

短期借款

0.00 0.00 3,450,739.82 0.45 -100.00

其他应付款

8,233,904.81 1.02 18,574,201.49 2.43 -55.67

长期借款

328,781,797.49 40.89 293,268,400.59 38.30 12.11

长期应收款

717,723,195.10 89.27 722,355,189.09 94.33 -0.64

长期应付款

167,769,763.50 20.87 171,423,287.50 22.39 -2.13

资产总额

803,994,000.83 765,758,367.70

货币资金：净增加借款

应收账款：计提坏账准备

预付账款：新增借款冲减了原预付

其他应收款：应收退税款增加

其他流动资产：期初预留用于由债务资产偿付项目转出

递延所得税资产：支付了上期预提的费用

应付职工薪酬：业绩不佳，奖励下降

应交税费：所得税减少

一年内到期非流动负债：长期借款转入

短期借款：归还借款

其他应付款：归还款项

(四)� �投资状况分析

1、 对外股权投资总体分析

(1)� �持有非上市金融企业股权情况

所持对象

名称

最初投资金

额

（

元

）

持有数量

（

股

）

占该公司股

权比例

（

%

）

期末账面价

值

（

元

）

报告期损益

（

元

）

报告期所有

者权益变动

（

元

）

会计核算

科目

股份来

源

合计

0 / 0 0 0 / /

2、 非金融类公司委托理财及衍生品投资的情况

(1)� �委托理财情况

委托理财产品情况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委托理财金额 预计收益 实际收回本金金额 实际获得收益

0 0 0 0

0 0 0 0

(2)� �委托贷款情况

本年度公司无委托贷款事项。

(3)� �其他投资理财及衍生品投资情况

投资类型

资金来

源

签约方 投资份额

投资期

限

产品类型 预计收益 投资盈亏 是否涉诉

0

3、 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无募集资金或前期募集资金使用到本期的情况。

4、 主要子公司、参股公司分析

莱茵达国际融资租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或“公司” )于2010年

10月25日发起成立， 并取得上海市人民政府颁发的商外资沪合资字[2010]

3168号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商投资企业批准证书。 2010年11月8日取得上海市

工商行政管理局颁发的注册号为310000400635572《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公

司股东为西安宏盛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莱茵达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杭州金

杰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和LAND-G（澳门）集团有限公司，于2012年9月28日取

得了上海市人民政府颁发的商外资沪合资字[2010]3168号中华人民共和国台

港澳侨投资企业批准证书。 截止2013年12月31日， 本公司注册资本为美元3,

000�万元， 注册地址为上海市浦东新区龙阳路2277号永达国际大厦1006室，

所属行业为融资租赁类。 公司的经营范围：融资租赁业务；租赁业务；向国内外

购买租赁财产；租赁财产的残值处理及维修；租赁交易咨询和担保，主要业务

为融资租赁。 截止报告期末，公司运营正常，主要指标如下：

项目 金额

负债总额

534,833.399.43

资产总额

796,815,046.96

营业收入

51,524,556.49

净利润

15,022,725.27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净流量

-23,932,350.21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净流量

22,044,964.67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净流量

43,735,505.58

5、 非募集资金项目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无非募集资金投资项目。

（三）、 董事会关于公司未来发展的讨论与分析

(1)� �行业竞争格局和发展趋势

作为当今世界发展最迅猛的金融服务产业之一， 融资租赁已成为与银行

信贷、证券并驾齐驱的第三大金融工具，目前全球近三分之一的固定资产投资

是通过融资租赁完成的。 中国的融资租赁才刚刚起步，未来，作为金融交易平

台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融资租赁将在中国经济发展中起到不可估量的推动作

用。 中国作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无论从国际横向比较，还是从自身经济增速

考量，融资租赁业仍有巨大的发展空间。

(2)� �公司发展战略

公司目前处于重整计划执行期，鉴于公司目前所处的特殊时期，公司目前

主要以融资租赁业务为主，下一步将根据公司资产重组情况，引入优良资产，

实现公司主营业务的跨越式增长。

(3)� �经营计划

一方面公司将通过实施重大资产重组工作，通过引入优良资产，使公司永

久恢复持续经营能力。 另一方面公司控制的子公司由于2013年度受到国家税

制影响较大，导致业务萎缩，但是随着该项影响的消失，2014年度公司业务将

会快速复苏， 产生较大的收入， 同时公司将在原有规模的基础上新增规模投

放，以使公司业务快速提升。

(4)� �因维持当前业务并完成在建投资项目公司所需的资金需求

2014年度公司将在原有规模的基础上新增规模投放， 以使公司业务快速

提升，该新增规模会对公司带来数亿的资金压力。

(5)� �可能面对的风险

风险主要有：重组何时成功的风险；国家货币政策变化带来的利率风险；

融资租赁行业自身的风险，融资租赁业务的发展主要依赖与企业投资需求，投

资需求不足会导致租赁行业低迷，影响到整个融资租赁市场的健康发展。

董事长：马婷婷

西安宏盛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2014年4月24日

股票代码：

600817

股票名称：

ST

宏盛 编号：临

2014-006

西安宏盛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第八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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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安宏盛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四次

会议于2014年4月24日以现场及通讯表决方式召开， 本次会议通知提前2日以

电话方式告知全体董事。 应参会董事9名，实际参会董事9名。 会议的召集和召

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会议经过表决，一致通过以下决议：

1、《总经理2013年度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2、《董事会2013年度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3、 《2013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4、《2013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经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公司2013年度实现净利润

10,739,616.26元，其中: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2,477,117.36元，公司年

初未分配利润为-259,330,356.54元， 年末可供分配的利润为-256,853,

239.18元。 根据《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公司2013年利润分配预

案为不分配、不转增。

独立董事对本议案出具意见： 公司2013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符合公司当前

的实际情况，有利于公司的持续、稳定、健康地发展，不存在损害投资者利益的

情况，同意《公司2013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5、《2013年年度报告及摘要》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6、《公司2013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7、《董事会审计委员会2013年度履职情况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8、《关于修订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制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9、《关于修订公司<年报信息披露重大差错责任追究制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10、《关于利润承诺事项履行情况的说明》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11、《2014年第一季度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上述第2、3、4和5项等四项议案尚须提交公司2013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特此公告。

西安宏盛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四年四月二十四日

股票代码：

600817

股票名称：

ST

宏盛 编号：临

2014-007

西安宏盛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第八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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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安宏盛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第八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于2014年4月

24日以现场表决方式召开， 本次会议通知提前2日以电话方式告知全体监事。

应参加表决监事3名，实际表决监事3名。 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符合《公司法》和

《公司章程》的规定。

会议经过表决，一致通过：

1、《监事会2013年度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2、《2013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3、《2013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经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公司2013年度实现净利润

10,739,616.26元，其中: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2,477,117.36元，公司年

初未分配利润为-259,330,356.54元， 年末可供分配的利润为-256,853,

239.18元。 根据《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公司2013年利润分配预

案为不分配、不转增。

表决结果：同意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4、《2013年年度报告及摘要》

监事会认为：公司2013年年度报告的编制和审议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公

司章程》和公司内部管理制度的各项规定；年报的内容和格式符合中国证监会

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的各项规定， 所包含的信息能够全面真实地反映出公司

2013年度经营管理和财务状况等；在提出本书面审核意见前，未发现参与公司

年报编制和审议的人员有违反保密规定的行为。

表决结果：同意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5、《2014年第一季度报告》

监事会认为： 公司2014年第一季度报告的编制和审议程序符合法律、法

规、《公司章程》和公司内部管理制度的各项规定；季报的内容和格式符合中

国证监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的各项规定， 所包含的信息能够全面真实地反映

出公司2014年第一季度经营管理和财务状况等；在提出本书面审核意见前，未

发现参与公司2014年第一季度报告编制和审议的人员有违反保密规定的行

为。

表决结果：同意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上述第1、2、3和4项等四项议案尚须提交公司2013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特此公告。

西安宏盛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二〇一四年四月二十四日

西安宏盛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西安宏盛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一、 重要提示

1.1� �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季度报告内容

的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

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1.2�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审议季度报告。

1.3

公司负责人姓名 马婷婷

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姓名 邓莹

会计机构负责人

（

会计主管人员

）

姓名 王小强

公司负责人马婷婷、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邓莹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

主管人员）王小强保证季度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1.4� �公司第一季度报告中的财务报表未经审计。

二、 公司主要财务数据和股东变化

2.1� �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减

(%)

总资产

725,494,320.29 803,994,000.83 -9.7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

产

120,179,622.70 120,080,901.12 0.08

年初至报告期末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比上年同期增减

(%)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

额

-10,671,624.90 5,907,995.07 -280.63

年初至报告期末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比上年同期增减

(%)

营业收入

7,107,505.13 10,574,654.75 -32.7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

98,721.58 838,681.94 -88.2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

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49,241.34 94,834.63 -151.92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

）

0.08 0.71

减少

0.63

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

（

元

/

股

）

0.0006 0.0052 -88.46

稀释每股收益

（

元

/

股

）

0.0006 0.0052 -88.46

2.2� � 截至报告期末的股东总数、前十名股东、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的

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股东总数

11,2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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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安普明物流贸易发展有限

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20.87 33,589,968 33,589,968

无

张金成 境内自然人

11.00 17,700,009 7,764,195

质押

15,764,195

上海宏普实业投资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3.25 5,231,016 5,231,008

冻结

5,231,016

财通基金

－

招 商银行

－

长 城

汇理

1

号资产管理计划

其他

2.35 3,786,417

无

张淑平 境内自然人

1.28 2,056,158

无

许亚林 境内自然人

1.07 1,719,820

无

冷晓斌 境内自然人

0.79 1,266,937

无

姚强 境内自然人

0.64 1,035,997

无

西安盈瑞创投科技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0.60 965,326

无

史雪梅 境内自然人

0.57 922,447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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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份种类及数量

张金成

9,935,814

人民币普通股

9,935,814

财通基金

－

招商银行

－

长城汇理

1

号资产管理计划

3,786,417

人民币普通股

3,786,417

张淑平

2,056,158

人民币普通股

2,056,158

许亚林

1,719,820

人民币普通股

1,719,820

冷晓斌

1,266,937

人民币普通股

1,266,937

姚强

1,035,997

人民币普通股

1,035,997

西安盈瑞创投科技有限公司

965,326

人民币普通股

965,326

史雪梅

922,447

人民币普通股

922,447

西安宏盛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

破产企业财产处置

专户

)

895,438

人民币普通股

895,438

史金焕

726,600

人民币普通股

726,6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无法获知前十名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

，

或属于

《

上市公司

股东持股变动信息披露管理办法

》

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

三、 重要事项

3.1� �公司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重大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适用 □不适用

项目 期末金额 年初金额 增减变动比 说明

货币资金

59,814,759.92 65,390,214.98 -8.53

应收账款

522,958.20 504,736.20 3.61

预付账款

1,334,017.50 1,334,017.50 0.00

其他应收款

10,567,234.27 9,886,116.72 6.89

长期应收款

644,628,904.93 717,723,195.10 -10.18

固定资产

565,000.80 707,158.60 -20.10

应付职工薪酬

670,071.96 778,925.03 -13.97

应交税费

5,236,175.42 3,307,154.24 58.33

当期新发生业务形成

其他应付款

11,901,718.74 8,233,904.81 44.55

新增外部欠款

一年内到期非流动负债

22,633,733.37 30,951,648.50 -26.87

长期借款

268,920,215.73 328,781,797.49 -18.21

长期应付款

151,292,708.00 167,769,763.50 -9.82

项目 本期金额 上年同期 增减变动比 说明

营业收入

7,107,505.13 10,574,654.75 -32.79

业务下降

营业税金及附加

75,191.57 214,510.67 -64.95

收入及税制影响

管理费用

1,707,449.59 4,151,864.27 -58.88

调整

、

压缩费用开支

财务费用

4,748,826.29 4,651,504.20 2.09

营业外收入

481,888.08 2,203,992.02 -78.14

本期税收返还减少

营业外支出

43,479.44 7,750.00 461.03

本次产生资产处置损失

所得税

345,556.51 1,099,749.32 -68.58

利润减少

3.2� �重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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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破产重整相关事项

本公司于2011年12月22日收到西安市中级人民法院 （以下简称"西安中

院"）（2011）西民四破字第00007-7号《民事裁定书》，申请人上海凯聚电子

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凯聚电子"）因公司不能清偿到期债务，向西安中院

申请对本公司进行重整。西安中院于2011年10月27日裁定受理凯聚电子提出

的对本公司进行重整的申请，于2011年12月22日依法裁定公司重整，自2011

年12月22日起至重整程序终止之日为重整期间。

2011年12月29日及2012年2月2日，本公司破产重整第一次、第二次债权

人会议召开，截至第二次债权人会议，共有20户债权人向管理人申报了债权；

申报债权金额为人民币983,321,471.40�元、美元13,407,150.18�元；其中申

报有财产担保的债权金额为人民币175,228,667.16�元。 经管理人审查，确认

债权金额为人民币506,762,698.74元、美元25,� 899,781.59�元。

2012年2月21日，本公司收到西安中院（2011）西民四破字第00007-12�

号《民事裁定书》，裁定如下：1、确认上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静安支行等14�

户债权人的债权人民币312,162,698.74�元，美元25,899,781.59�元。 其中担

保债权人民币27,961,563.95� 元、美元18,558,037.04� 元；普通债权人民币

284,201,134.79�元、美元7,341,744.55�元。2、对上海舜东投资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舜东投资"）申报的债权数额人民币194,600,000� 元予以确认，舜东

投资在债权人会议上行使临时表决权。

2012年4月6日,第三次债权人会议及出资人组会议召开。 债权人会议对

《西安宏盛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重整计划草案》（以下简称" 《重整计划草

案》"）进行了讨论和表决，优先债权组、职工债权组予以通过，普通债权组经

表决未通过。出资人组会议表决通过了《重整计划草案》中涉及的出资人权益

调整方案。 公司于2012年4月9日依法向西安中院申请裁定批准《重整计划草

案》。 2012年4月23日陕西省西安市中级人民法院 （2011） 西民四破字第

00007-14号民事裁定书裁定：一、批准西安宏盛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重整

计划；二、终止西安宏盛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重整程序。

2012年8月2日，经西安中院司法鉴定中心摇号产生了三家拍卖机构（陕

西西部拍卖有限公司、陕西汇金拍卖有限责任公司、陕西开泰拍卖有限责任公

司）。

2012年10月18日，公司收到西安中院《民事裁定书》（2011）西民四破字

第00007-46号和第00007-47号， 公司出资人权益调整方案在重整计划执行

期限内已基本完成，但关于资产处置及债务清偿等工作还未完成。西安中院依

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之相关规

定，裁定延长执行期限和执行监督期限至2013年4月22日。

2012年11月，公司资产的查封、冻结得到全部解除。

2013年4月20日，公司收到西安中院《民事裁定书》（2011）西民四破字

第00007-60号和第00007-61号，公司在重整计划载明的执行期间，已基本完

成出资人权益调整方案的执行，但关于资产处置及债务清偿等工作还未完成。

西安中院裁定延长本公司重整计划执行期限和执行监督期限至2013年10月

22日。

2013年10月21日，公司收到西安中院《民事裁定书》（2011）西民四破字

第00007-85号和第00007-86号，公司在重整计划载明的执行期间，已基本完

成出资人权益调整方案的执行，但关于资产处置及债务清偿等工作还未完成。

西安中院裁定延长本公司重整计划执行期限和执行监督期限至2014年4月22

日。

2014年4月14日，公司收到西安中院《民事裁定书》（2011）西民四破字

第00007-103号和第00007-104号，公司在重整计划载明的执行期间，已基

本完成出资人权益调整方案的执行， 但关于资产处置及债务清偿等工作还未

完成。 西安中院裁定延长本公司重整计划执行期限和执行监督期限至2014年

10月22日。

2012年7月31日，公司按照《重整计划》要求以公司原总股本128,728,

066股为基础，用资本公积金按每10股转增2.5股的比例向全体股东转增股本，

共计转增32,182,016股股份，该部分股份登记至全体股东名下。 2012年8月1

日，全体股东名下新增的股份过户至本公司（破产企业财产处置专户）。 2012

年8月9日， 立信会计师事务所 （特殊普通合伙） 出具信会师报字 [2012]第

113751号 《验资报告》， 公司股本由12,872.8066万元人民币现变更为16,

091.0082万元人民币。 2012年9月14日，公司完成了相关事项的工商变更登记

工作。

2012年9月29日，根据《重整计划》，战略投资者莱茵达控股集团、张金成

将其持有的莱茵达公司45%股权于过户至本公司名下。 2012年10月9日，按照

《重整计划》，本公司（破产企业财产处置专户）中的25,745,613股股份（其

中：限售流通股7,764,195股，无限售流通股17,981,418股）过户至张金成名

下，张金成持有公司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16.00%，成为公司第二大股东。 此

外，本公司（破产企业财产处置专户）名下的剩余6,436,403股股份将偿付给

债权人以提高对债权人的清偿比例。

公司重整拍卖的主要资产包括：房屋及建筑物、电子设备及办公设备、应

收债权、长期投资及可供出售的金融资产、无形资产。

截至报告出具日，公司破产重整项目的资产已进行了十一次公开拍卖。

第一、三、四次拍卖均因无人报名而流拍，第九次公开拍卖，因无人举牌而

流拍。

破产重整项目的资产拍卖成交情况如下：

2012年12月23日第二次公开拍卖中竞买人陈剑以18,030,000元的成交

价格公开竞得公司破产重整管理人持有的公司3,494,743股股票(其中：限售

流通股1,053,922股，无限售流通股2,440,821股)。 2013年4月20日第五次公

开拍卖中竞买人张新龙以4,300,000元的成交价格公开竞得公司破产重整项

目资产长期股权投资；竞买人左林佳以21,100,000元的成交价格公开竞得上

海市浦东新区商城路618号"良友大厦"首层甲部 （1F2-1F10）, 建筑面积

813.1㎡；竞买人姚庆以450,000元的成交价格公开竞得上海市浦东新区商城

路618号"良友大厦"地下二层25号、26号、28号停车位； 竞买人彭琪以1,250,

000元的成交价格公开竞得上海市浦东新区商城路618号"良友大厦"地下二层

18至24号以及27号、29号停车位。 2013年6月4日第六次公开拍卖中竞买人邹

卫国以6,500,000元的成交价格公开竞得上海市浦东新区商城路618号"良友

大厦"地下一层甲部（建筑面积1449.88㎡）；竞买人虞忠国以60,000元的成

交价格公开竞得电子设备及办公家具； 竞买人樊建华以240,000元的成交价

格公开竞得上海市浦东新区商城路618号"良友大厦"地下二层33号、34号停

车位； 竞买人邹卫国以120,000元的成交价格公开竞得上海市浦东新区商城

路618号"良友大厦"地下二层36号停车位。 2013年9月10日第七次公开拍卖中

竞买人樊建华以960,000元的成交价格公开竞得上海市浦东新区商城路618

号"良友大厦"地下二层30号、31号、32号、43号、44号、45号、46号、47号停车

位；竞买人万正强、樊建华以120,000元的成交价格公开竞得上海市浦东新区

商城路618号"良友大厦"地下二层35号停车位；竞买人章克俭以1,170,000元

的成交价格公开竞得可供出售的金融资产（西安宏盛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持有"丰华股份"16.65万股限售流通股【证券代码600615】）。 2013年10月10

日第八次公开拍卖中竞买人上海任瑞建筑工程有限公司以9,370,000元的成

交价格公开竞得上海市浦东新区商城路618号"良友大厦"7层局部（建筑面积

549.47㎡）。 2013年12月11日第十次公开拍卖中竞买人王蕾、王蓓以1,450,

000元的成交价格公开竞得上海南汇航头镇航兴北路95弄7幢13号102室，14

号101室、102室共三套房产（建筑面积256.29㎡）；竞买人陈洪星、颜侠倩以

16,850,000元的成交价格公开竞得上海市浦东新区商城路618号"良友大厦

"26层商用房（建筑面积1025.16㎡）；竞买人袁进、任培春以14,710,000元的

成交价格公开竞得上海市浦东新区商城路618号"良友大厦"13层商用房 （建

筑面积964.42㎡）。 2014年4月2日第十一次公开拍卖中竞买人上海博仁实业

有限公司以18,800,000元的成交价格公开竞得上海市商城路618号"良友大

厦"27层商用房（建筑面积1025.16㎡）；竞买人上海博仁实业有限公司以15,

900,000元的成交价格公开竞得上海市商城路618号"良友大厦"22层部分（建

筑面积926.51㎡）。

2、中国远大集团有限公司于2008年2月26日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要求

本公司清偿货款及代理费、逾期利息、汇率损失总计人民币211,793,387.87

元，上海宏普实业投资有限公司对上述欠款承担连带担保责任，已终审裁决，

裁决款大部分已支付，剩余款项经西安市中级人民法院（2011）西民四破字

第00007-12号《民事裁定书》裁定确认其债权为人民币45,547,064.72元。

3、上海银行静安支行诉讼本公司归还2500万元借款，诉讼已调解，目前

裁决款部分已支付，剩余款项经西安市中级人民法院（2011）西民四破字第

00007-12号《民事裁定书》裁定确认其债权为人民币26,526,578.06元。

4、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起诉安曼电子（上海）有限公司、宏普国际发展

（上海）有限公司，本公司、上海宏普实业投资有限公司承担连带责任，仲裁已

裁决归还代偿款本金及代偿款利息、仲裁费等，未执行付款。 后经西安市中级

人民法院（2011）西民四破字第00007-12号《民事裁定书》裁定确认其债权

为人民币1,434,985.95元、美元18,558，037.04元。

5、上海工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诉讼本公司向其支付欠款本金 、利息、

汇兑损益等，已调解，调解款已大部分支付，剩余款项经西安市中级人民法院

（2011）西民四破字第00007-12号《民事裁定书》裁定确认其债权为人民币

17,557,139.24元、美元7,341,744.55元。

6、上海舜东投资有限公司诉讼本公司担保追偿权纠纷一案，已裁决，因本

公司于2011年12月22日进入破产重整程序，按照《破产法》的相关规定，舜东

公司向管理人申报了债权， 经西安市中级人民法院 （2011） 西民四破字第

00007-12号《民事裁定书》裁定确认舜东公司债权为人民币19,460万元，并

给予舜东公司前述金额的临时表决权。

3.3� �公司及持股5%以上的股东承诺事项履行情况

√适用 □不适用

控股股东西安普明物流贸易发展有限公司在公司于2010年3月4日披露

的《详式权益变动报告书》中针对关于同业竞争及关联交易事项做出了承诺，

目前关于同业竞争及关联交易承诺事项处于持续履行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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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期相比发生重大变动的警示及原因说明

□适用 √不适用

西安宏盛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马婷婷

2014年4月24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