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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241                               证券简称：歌尔声学                    公告编号：2014-026 

歌尔声学股份有限公司 2014 年第一季度报告正文 

第一节 重要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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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负责人姜滨、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段会禄声明：保证季度报告

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次季报的董事会会议。 

第二节 主要财务数据及股东变化 

一、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因会计政策变更及会计差错更正等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 

营业收入（元） 2,096,610,415.96 1,602,889,773.94 30.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257,802,916.83 190,532,541.01 35.3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的净利润（元） 
233,947,202.26 189,666,283.75 23.35%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437,944,440.64 182,383,582.00 140.12%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7 0.12 41.67%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7 0.12 41.67%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3.99% 3.63% 0.36%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

减(%) 

总资产（元） 12,214,523,824.94 12,596,399,267.83 -3.0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6,593,339,291.81 6,334,726,806.11 4.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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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项目 年初至报告期期末金额 说明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包括已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冲销部分） -353,784.20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与企业业务密切相关，按照国家统

一标准定额或定量享受的政府补助除外） 
23,740,500.00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5,882,095.67  

减：所得税影响额 4,297,699.96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1,115,396.94  

合计 23,855,714.57 -- 

对公司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 1 号——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界定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以及把《公

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 1 号——非经常性损益》中列举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的项目，应

说明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二、报告期末股东总数及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股东总数 65,364 

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件

的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潍坊歌尔集团有

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28.16% 429,900,000  质押 50,910,000 

姜滨 境内自然人 20.52% 313,180,000 234,885,000   

姜龙 境内自然人 4.15% 63,276,000 47,457,000   

中国银行-嘉实

稳健开放式证券

投资基金 

境内非国有法人 1.61% 24,550,007    

中国人寿保险股

份有限公司-分

红一个人分红

-005L-FH002 深 

境内非国有法人 1.17% 17,799,284    

中国工商银行-

上投摩根内需动

力股票型证券投

资基金 

境内非国有法人 1.05% 16,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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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工商银行-

汇添富均衡增长

股票型证券投资

基金 

境内非国有法人 0.83% 12,642,503    

胡双美 境内自然人 0.71% 10,800,000 8,100,000   

全国社保基金一

一七组合 
境内非国有法人 0.61% 9,255,546    

中国银行－大成

财富管理 2020生

命周期证券投资

基金 

境内非国有法人 0.57% 8,630,000    

前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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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份种类 数量 

潍坊歌尔集团有限公司  429,9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429,900,000 

姜滨 78,295,000 人民币普通股 78,295,000 

中国银行-嘉实稳健开放式证券投

资基金 
24,550,007 人民币普通股 24,550,007 

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分红-

个人分红-005L-FH002 深 
17,799,284 人民币普通股 17,799,284 

中国工商银行-上投摩根内需动力

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16,0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16,000,000 

姜龙 15,819,000 人民币普通股 15,819,000 

中国工商银行-汇添富均衡增长股

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12,642,503 人民币普通股 12,642,503 

全国社保基金一一七组合 9,255,546 人民币普通股 9,255,546 

中国银行－大成财富管理 2020生

命周期证券投资基金 
8,630,000 人民币普通股 8,630,000 

中国建设银行-泰达宏利效率优选

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8,603,624 人民币普通股 8,603,624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

明 

姜滨、姜龙为兄弟关系；潍坊歌尔集团有限公司为姜滨、姜龙控制的公司；姜滨、胡双

美为夫妻关系。 

前十大股东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

情况说明（如有） 

公司股东潍坊歌尔集团有限公司除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 359,900,000 股外，还通过中

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 70,000,000 股，合计持有

429,900,000 股。 

公司股东在报告期内是否进行约定购回交易 

□ 是 √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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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重要事项 

一、报告期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发生重大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1、报告期末，应收票据1,584.94万元，较期初降低49.28%，主要原因报告期末公司收取的未到期或背书转让的银行承兑汇

票减少。 

2、报告期末，其他应收款3,149.94万元，较期初增长74.65%，主要原因是报告期内，生产经营规模扩大，备用金借款及应

收海关保证金增加。 

3、报告期末，长期股权投资17,842.54万元，较期初增长243.79%，主要原因是报告期内，控股子公司香港歌尔泰克有限公

司对安捷利实业有限公司的投资增加。 

4、报告期末，在建工程75,204.11万元，较期初增长38.71%，主要原因是报告期内，公司生产经营规模扩大，报告期末购置、

自制的待安装调试设备及基建项目增加。                             

5、报告期末，其他非流动资产较期初降低869.26万元，主要原因是报告期内， 2013年度的设备预付款在本报告期内因设备

到位而予以核销。 

6、报告期末，应付职工薪酬减少57.33%，主要原因是报告期内，公司支付职工2013年度奖金，应付职工薪酬减少。 

7、报告期内，营业收入同比增长30.80%，营业成本同比增长31.48%，主要原因是报告期内，公司与国际高端客户的合作进

一步深入，营业收入、营业成本不断增加。 

8、报告期内，营业税金及附加3,051.91万元，同比增长189.82%，主要原因是报告期内，公司出口销售规模扩大，出口免抵

金额增加，计提缴纳的城市维护建设税、教育费及附加等税费增加。 

9、报告期内，公司销售费用、管理费用分别同比增长45.60%、49.71%，主要原因是报告期内，公司经营规模不断扩大，销

售、研发、管理人员增加，职工薪酬、研发投入、差旅办公、房屋折旧、土地摊销等费用增加。 

10、报告期内，公司财务费用1,897.08万元，同比降低48.62%，主要原因是报告期内，美元对人民币汇率升高，汇兑收益增

加。 

11、报告期内，公司资产减值损失-1,284.04万元，同比降低1,444.50万元，主要原因是报告期内，公司货款回收力度加强，

应收账款较期初降低107,467.26万元，报告期内计提的坏账准备减少。 

12、报告期内，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同比增长140.12%，主要原因是报告期内，公司销售规模扩大， 货款回收能力

增强，“销售商品、提供劳务收到的现金”同比增长54.51%，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入同比增幅58.09%；同时，“购买商品、

接收劳务支付的现金”增长54.99%，“支付给职工以及为职工支付的现金”、“支付的各项税费”、“支付的其他与经营活

动有关的现金”分别同比增长33.66%、51.17%、23.66%，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出同比增长50.69%，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入增幅高于流出增幅。 

13、报告期内，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出净额同比增长6.48%，主要原因是报告期内，“购建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

期资产支付的现金”同比降低33.30%；另外，公司对外投资增加，“投资支付的现金”为 13,934.92万元。 

14、报告期内，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流出净额同比增加23,898.39万元，主要原因是报告期内，公司进口生产设备信用

证保证金及内保外贷融资保证金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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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1、2014年4月22日，公司收到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3)苏中知民初字第0265号]，裁定驳回原告起诉。 

2、2014年4月22日，公司收到潍坊市中级人民法院关于第256号案件下达的《民事判决书》[(2013)潍知初字256号]，具体判

定内容如下： 

（1）被告潍坊三联家电有限公司立即停止销售搭载了侵犯原告歌尔声学股份有限公司ZL200820187748.7

（CN200820187748.7）号实用新型专利权的麦克风 ，型号为GT-I9500的三星手机产品； 

（2）被告楼氏电子（苏州）有限公司立即停止制造、销售侵犯原告歌尔声学股份有限公司ZL200820187748.7

（CN200820187748.7）号实用新型专利权的麦克风产品； 

（3）被告楼氏电子（苏州）有限公司赔偿原告歌尔声学股份有限公司经济损失人民币3,720万元； 

（4）驳回原告歌尔声学股份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 

3、公司与Knowles Corporation 在美国的专利诉讼、以及公司在潍坊市中级人民法院起诉苏州楼氏的第253、254、255、257

号案件仍处于审理阶段。 

以上诉讼案件进展情况详见公司分别于2014年4月4日和2014年4月23日刊登于《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和指定信息披

露网站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歌尔声学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诉讼进展的公告》（公告编号分别为：2014-020

和2014-022）。 

三、公司或持股 5%以上股东在报告期内发生或以前期间发生但持续到报告期内的承诺事项 

承诺事项 承诺方 承诺内容 承诺时间 承诺期限 履行情况 

股改承诺 不适用     

收购报告书或权益变动

报告书中所作承诺 
不适用     

资产重组时所作承诺 不适用     

首次公开发行或再融资

时所作承诺 

持有公司 5%

以上股份的

股东潍坊歌

尔集团有限

公司、姜滨、

姜龙承诺 

（1）限售承诺 

姜滨、姜龙承诺在任职期间每年转让的公司股份将不

超过其所持有公司股份总数的百分之二十五；同时若

其今后不在公司任职，在离职后半年内，将不转让所

持有的公司股份。 

（2）目前，本公司（本人）及本公司（本人）所控

制的其他企业不存在与歌尔声学主营业务构成竞争

的业务。未来，为了从根本上避免和消除与歌尔声学

形成同业竞争的可能性，本公司（本人）承诺如下：

1）本公司（本人）将不从事与歌尔声学相同或相近

的业务，以避免对歌尔声学的生产经营构成直接或间

接的竞争；保证将努力促使本公司的其他控股企业不

直接或间接从事、参与或进行与歌尔声学的生产、经

营相竞争的任何经营活动。2）本公司（本人）及除

歌尔声学以外本公司（本人）的其他控股企业与歌尔

2007 年 10

月 08 日 
长期有效 严格履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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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学之间存在有竞争性同类业务，由此在市场份额、

商业机会及资源配置等方面可能对歌尔声学带来不

公平的影响时，本公司（本人）及其除歌尔声学以外

本公司（本人）的其他控股企业自愿放弃与歌尔声学

的业务竞争。3）本公司（本人）承诺给予歌尔声学

对任何拟出售的资产和业务优先购买的权利，并将尽

最大努力促使有关交易的价格是经公平合理的及与

独立第三者进行正常商业交易的基础上确定的。4）

本公司（本人）将不被限制从事或继续从事现有的生

产业务，特别是为歌尔声学提供其经营所需相关材料

和服务业。自本承诺函出具日起，本公司（本人）承

诺，赔偿歌尔声学因本公司违反本承诺任何条款而遭

受或产生的任何损失或开支。 

其他对公司中小股东所

作承诺 
不适用     

承诺是否及时履行 是 

未完成履行的具体原因

及下一步计划（如有） 
不适用 

四、对 2014 年 1-6月经营业绩的预计 

2014 年 1-6 月预计的经营业绩情况：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正值且不属于扭亏为盈的情形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正值且不属于扭亏为盈的情形 

2014 年 1-6 月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变动幅度（%） 25% 至 45% 

2014 年 1-6 月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变动区间（万元） 60,029.53 至 69,634.25 

2013 年 1-6 月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万元） 48,023.62 

业绩变动的原因说明 
全球智能终端产业稳定增长，募投项目建设投产，带动电

声器件及电子配件稳定增长。 

五、证券投资情况 

持有其他上市公司股权情况的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歌尔声学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姜滨 

二○一四年四月二十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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