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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重要提示 

1.1 本公司董事会及其董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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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负责人刘国真,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叶兆平,会计机构负责人李文静声明：保证本季度报告中

财务报告的真实、完整。 

§2 公司基本情况简介 

2.1 公司基本信息 

股票简称 ST 博讯 
变更前简称(如

有) 
 

股票代码 600083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宋静远 曾杨清 

联系地址 
广东省东莞市莞太大道 255 号 5 号楼 2

楼 

广东省东莞市莞太大道 255 号 5

号楼 2楼 

电话 0769-22906116 0769-22906106 

传真 0769-22906119 0769-22906119 

电子信箱 jysong@e683.com zengyq@e683.com 

2.2 财务资料 

2.2.1 主要会计数据及财务指标 

                                                                           币种:人民币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期末数 

本报告期末比上

年度期末增减

（％） 

总资产(元) 150,721,080.91 173,487,875.53 -15.11

股东权益（不含少数股东权益）(元) -39,031,854.69 -24,804,724.84 -36.45

每股净资产(元) -0.170 -0.108 -36.67

调整后的每股净资产(元) -0.164 -0.118 28.05

 报告期 
年初至报告期期

末 

本报告期比上年

同期增减（％）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11,986,291.12 -11,986,291.12 -38.17

每股收益(元) -0.046 -0.046 67.39

净资产收益率(%)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资产收益率

(%)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 金额（单位：元）

扣除公司日常根据企业会计制度规定计提的资产减值准备后的其他

各项营业外收入、支出 
-3,400.51

合计 -3,400.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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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2 利润表 

单位: 元 币种:人民币 审计类型:未经审计  

合并 母公司 
项目 

本期数 上年同期数 本期数 上年同期数

一、主营业务收入 28,420,913.47 31,014,182.91   

减：主营业务成本 30,213,431.40 29,819,279.81   

主营业务税金及附加 82,786.91 88,598.71   

二、主营业务利润（亏损以“-”号填列） -1,875,304.84 1,106,304.39   

加：其他业务利润（亏损以“-”号填列） 333,326.03 -363,781.75   

减: 营业费用 551,779.92 545,611.23   

管理费用 7,002,918.92 2,239,489.38   

财务费用 1,444,888.75 1,348,946.93   

三、营业利润（亏损以“-”号填列） -10,541,566.40 -3,391,524.90   

加：投资收益（损失以“-”号填列）     

补贴收入     

营业外收入     

减：营业外支出 3,400.51 26,113.17   

四、利润总额（亏损总额以“-”号填列） -10,544,966.91 -3,417,638.07   

减：所得税     

减：少数股东损益     

加：未确认投资损失(合并报表填列)     

五、净利润（亏损以“-”号填列） -10,544,966.91 -3,417,638.07   

2.3 报告期末股东总数及前十名流通股股东持股表(未完成股权分置改革) 

                                                                           单位：股 

报告期末股东总数（户）  34,631

前十名流通股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全称) 
期末持有流通股的

数量 
种类 

东莞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1,587,488 人民币普通股                    

杨秀金 1,532,670 人民币普通股                    

田德荣 891,897 人民币普通股                    

罗予频 730,752 人民币普通股                    

梁庆锋 704,000 人民币普通股                    

林山海 687,000 人民币普通股                    

成都博坤投资有限公司 596,486 人民币普通股                    

刘永生 468,800 人民币普通股                    

李淑君 467,700 人民币普通股                    

张桂珍 420,600 人民币普通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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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3.1 公司报告期内经营活动总体状况的简要分析 

报告期内公司销售各型偏转线圈 102.45 万只，实现业务收入 26533827.45 元，同比增长 6.97％；偏

转线圈业务收入同比增长主要因为 2005 年一季度偏转线圈业务受彩电、彩管市场萧条影响较大，本

报告期偏转线圈市场相对 05 年同期略有回稳；数码产品累计实现业务收入 1887086.02 元，同比下降

69.6％；数码产品业务收入大幅下降主要因为进入 2006 年后公司逐步停止发展数码业务。 

报告期内公司主营业务收入共计 2842.09 万元，同比下降 8.36％；报告期内主营业务收入下降系因

为公司停止发展数码产业，此项业务收入同比大幅下降所致；主营业务利润-187.53 万元，同比下降

269.51％；主营业务利润大幅下降是因为受有色金属价格大幅涨价导致偏转线圈原材料成本大幅上

升。 

公司实现净利润-10544966.91 元，比去年同期下降 208.54％；净利润的下降系主营业务利润下降及

管理费用上升所致；其中 06 年一季度管理费用 7002918.92 元，比 05 年同期上升 4763429.54 元，主

要原因如下： 

1.计提折旧 1,643,671.54 元，比 05 年同期增加 1,528,261.96 元，计提折旧同比增加是因为将停用

设备的折旧计入管理费用； 

2.工资福利 1,961,081.55 元，比 05 年同期增加 1,735,665.97 元,工资福利增长是因为 05 年一季度

研发人员工资福利先期已作预提，当期工资福利冲减前一年度预提的研发费所致； 

3.计提研发费 807,779.30 元,05 年第一季度发生的研发费在前一年度已作预提，所以没有在 05 年一

季度当期管理费用中体现。 

 

 

3.1.1 占主营收入或主营业务利润总额 10%以上的主营行业或产品情况 

√适用□不适用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审计类型:未经审计 

 主营业务收入 主营业务成本 毛利率(%) 

分行业  

偏转线圈行业 26,533,827.45 27,126,803.89 -2.23

数码行业 1,887,086.02 3,086,627.51 -63.57

分产品  

偏转线圈产品 26,533,827.45 27,126,803.89 -2.23

数码产品 1,887,086.02 3,086,627.51 -63.57

3.1.2 公司经营的季节性或周期性特征 

□适用√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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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3 报告期利润构成情况（主营业务利润、其他业务利润、期间费用、投资收益、补贴收入与营业

外收支净额在利润总额中所占比例与前一报告期相比的重大变动及原因的说明） 

√适用□不适用 

   项目              金额（元）                  占利润总额的比例（％） 

          2006 年 1－3 月     2005 年 1－12 月    2006 年 1－3月  2005 年 1－12 月 

利润总额    -10544966.91    -45773773.88      100.00      100.00 

主营业务利润     -1875304.84      2095615.98       17.78       -4.58 

其他业务利润       333326.03       275336.94       -3.16       -0.60 

期间费用       8999587.59     40322308.16      -85.34      -88.09 

投资收益                   -      -170187.50         -        0.37 

补贴收入                   -       347649.00         -       -0.76 

营业外收支净额      -3400.51     -7999880.14        0.03       17.48 

 

说明： 

1. 主营业务利润大幅下降是因为 DY 原材料价格大幅上涨导致毛利率大幅下降；另外公司停止数码产

业发展后降价处理部分库存数码产品也对公司主营业务利润产生影响； 

2. 05 年营业外支出较大主要是因为 05 年计提了 760 万元的固定资产减值准备。 

 

 

3.1.4 主营业务及其结构与前一报告期相比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及原因说明 

√适用□不适用 

与上一报告期相比，公司逐步停止了数码产品的生产经营，本报告期内数码产品实现销售收入

1,887,086.02 元，占报告期销售收入的 6.64％；公司逐步停止数码产品经营主要是因为该项业务一

直处于亏损状态，而且无扭亏迹象。 

 

 

3.1.5 主营业务盈利能力（毛利率）与前一报告期相比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及其原因说明 

√适用□不适用 

与上一报告期相比，公司毛利率下降了 8.36%，主要原因是本期公司 DY 产品原材料成本受有色金属

价格影响大幅上涨，而 DY 产品的销售价格维持不变；数码产品因清理库存，部分型号产品销售价格

较前一报告期相比大幅下降。 

 

 

3.2 重大事项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适用√不适用  

3.3 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合并范围变化以及重大会计差错的情况及原因说明 

□适用√不适用  

3.4 经审计且被出具"非标意见"情况下董事会和监事会出具的相关说明 

□适用√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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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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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上年同期相比，本报告期公司净利润出现了亏损，主要原因是公司偏转线圈的材料成本大幅提高而

销售价格维持不变。预计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期末仍将亏损。 

 

3.6 公司对已披露的年度经营计划或预算的滚动调整情况 

□适用√不适用  

 

3.7 公司原非流通股东在股权分置改革过程中做出的特殊承诺及其履行情况 

□适用√不适用  

 

 

 

 

成都博讯数码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刘国真 

2006 年 4 月 2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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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附录 

 

资产负债表 

2006 年 3 月 31 日 

编制单位: 成都博讯数码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单位: 元 币种:人民币 审计类型:未经审计  

合并 母公司 
项目 

期末数 期初数 期末数 期初数 

流动资产：     

货币资金 3,333,302.79 10,683,985.23   

短期投资     

应收票据 712,139.5 394,852.09   

应收股利     

应收利息     

应收账款 35,744,240.06 28,985,286.62   

其他应收款 22,372,262.67 31,841,608.98   

预付账款 2,820,741.69 2,895,330.99   

应收补贴款     

存货 20,748,773.81 24,521,731.92   

待摊费用 1,242,603.56 1,733,517.96   

一年内到期的长期债权投资     

其他流动资产     

流动资产合计 86,974,064.08 101,056,313.79   

长期投资：     

长期股权投资 1,129,159.57 1,129,159.57   

长期债权投资     

长期投资合计     

其中：合并价差     

其中：股权投资差额     

固定资产：     

固定资产原价 181,595,250.50 185,693,801.62   

减：累计折旧 71,243,850.10 67,971,140.44   

固定资产净值 110,351,400.40 117,722,661.18   

减：固定资产减值准备 47,345,895.77 47,345,895.77   

固定资产净额 63,005,504.63 70,376,765.41   

工程物资 47,390.00    

在建工程 319,386.76 319,386.76   

固定资产清理 -1,341,924.13    

固定资产合计 62,030,357.26 70,696,152.17   

无形资产及其他资产：     

无形资产 587,500.00 606,250.00   

长期待摊费用     

其他长期资产     

无形资产及其他资产合计 587,500.00 606,250.00   

递延税项：     

递延税款借项     

资产总计 150,721,080.91 173,487,875.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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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动负债：     

短期借款 74,361,000.00 74,361,000.00   

应付票据     

应付账款 78,966,321.39 59,974,509.22   

预收账款 1,454,904.69 547,699.74   

应付工资 1,467,632.98 2,527,680.91   

应付福利费 4,016,869.63 3,710,187.42   

应付股利 2,660,337.40 2,660,337.40   

应交税金 -2,145,426.55 -705,255.46   

其他应交款 49,272.03 56,160.20   

其他应付款 22,410,126.59 49,309,137.84   

预提费用 5,505,550.63 4,844,796.29   

预计负债 369,265.16 369,265.16   

一年内到期的长期负债 637,081.65 637,081.65   

其他流动负债     

流动负债合计 189,752,935.60 198,292,600.37   

长期负债：     

长期借款     

应付债券     

长期应付款     

专项应付款     

其他长期负债     

长期负债合计     

递延税项：     

递延税款贷项     

负债合计     

少数股东权益     

所有者权益（或股东权益）：     

实收资本（或股本） 230,000,000.00 230,000,000.00   

减：已归还投资     

实收资本（或股本）净额 230,000,000.00 230,000,000.00   

资本公积 24,199,230.71 24,199,230.71   

盈余公积     

其中：法定公益金     

未分配利润     

拟分配现金股利     

外币报表折算差额     

减：未确认投资损失     

所有者权益（或股东权益）合计 -39,031,854.69 -24,804,724.84   

负债和所有者权益（或股东权益）总

计 
150,721,080.91 173,487,875.53   

公司法定代表人:刘国真 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 叶兆平 会计机构负责人: 李文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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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润表 

2006 年 1-3 月 

编制单位: 成都博讯数码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单位: 元 币种:人民币 审计类型:未经审计  

合并 母公司 
项目 

本期数 上年同期数 本期数 上年同期数

一、主营业务收入 28,420,913.47 31,014,182.91   

减：主营业务成本 30,213,431.40 29,819,279.81   

主营业务税金及附加 82,786.91 88,598.71   

二、主营业务利润（亏损以“-”号填列） -1,875,304.84 1,106,304.39   

加：其他业务利润（亏损以“-”号填列） 333,326.03 -363,781.75   

减: 营业费用 551,779.92 545,611.23   

管理费用 7,002,918.92 2,239,489.38   

财务费用 1,444,888.75 1,348,946.93   

三、营业利润（亏损以“-”号填列） -10,541,566.40 -3,391,524.90   

加：投资收益（损失以“-”号填列）     

补贴收入     

营业外收入     

减：营业外支出 3,400.51 26,113.17   

四、利润总额（亏损总额以“-”号填列） -10,544,966.91 -3,417,638.07   

减：所得税     

减：少数股东损益     

加：未确认投资损失(合并报表填列)     

五、净利润（亏损以“-”号填列） -10,544,966.91 -3,417,638.07   

公司法定代表人:刘国真 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 叶兆平 会计机构负责人: 李文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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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金流量表 

2006 年 1-3 月 

编制单位: 成都博讯数码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审计类型:未经审计 

项目 合并 母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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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385,363.56  

收到的税费返还   

收到的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2,157,502.82  

现金流入小计 33,452,866.38  

购买商品、接受劳务支付的现金 15,788,446.69  

支付给职工以及为职工支付的现金 6,053,068.92  

支付的各项税费 960,616.06  

支付的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22,727,025.83  

现金流出小计 45,529,157.50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1,986,291.12  

二、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收回投资所收到的现金   

其中：出售子公司收到的现金   

取得投资收益所收到的现金   

处置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而收回的现金 5,417,756.26  

收到的其他与投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现金流入小计 5,417,756.26  

购建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所支付的现金 105,370.73  

投资所支付的现金   

支付的其他与投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现金流出小计 105,370.73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5,312,385.53  

三、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吸收投资所收到的现金   

其中：子公司吸收少数股东权益性投资收到的现金   

借款所收到的现金   

收到的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现金流入小计   

偿还债务所支付的现金   

分配股利、利润或偿付利息所支付的现金 663,803.80  

其中：支付少数股东的股利   

支付的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其中：子公司依法减资支付给少数股东的现金   

现金流出小计 663,803.80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663,803.80  

四、汇率变动对现金的影响 -12,973.05  

五、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 -7,350,682.44  

补充材料   

1、将净利润调节为经营活动现金流量：   

净利润 -10,544,966.91  

加：少数股东损益(亏损以“-”号填列)   

减：未确认的投资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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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计提的资产减值准备   

固定资产折旧 3,272,709.66  

无形资产摊销 18,750.00  

长期待摊费用摊销   

待摊费用减少（减：增加） 490,914.40  

预提费用增加（减：减少） 660,754.34  

处理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的损失(减:收

益) 
  

固定资产报废损失   

财务费用 1,277,141.20  

投资损失（减：收益）   

递延税款贷项（减：借项）   

存货的减少（减：增加） 3,772,958.11  

经营性应收项目的减少(减：增加) 7,480,954.01  

经营性应付项目的增加(减：减少) -19,874,776.16  

其他 1,459,270.23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1,986,291.12  

2．不涉及现金收支的投资和筹资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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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加情况：   

现金的期末余额 3,333,302.79  

减：现金的期初余额 10,683,985.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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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350,682.44  

公司法定代表人:刘国真 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 叶兆平 会计机构负责人: 李文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