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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0409                   证券简称：＊ST四通                   公告编号：2006-012 

四通集团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06年第一季度季度报

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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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确性和完整性负个别及连带责任。 

1.2  没有董事对季度报告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无法保证或存在异议。 

1.3  董事未出席名单 

未出席董事姓

名 
未出席会议原因 受托人姓名 

邝剑峰 因公出差 胡传瑞 

夏宁 
已向公司第五届第三次董事会递交了辞

职报告 
未委托 

卢曲平 
已向公司第五届第三次董事会递交了辞

职报告 
未委托 

张群 
已向公司第五届第三次董事会递交了辞

职报告 
未委托 

刘兴汉 因公出差 未委托 

1.4  本报告期财务报告未经审计 

1.5  公司负责人范敬孝先生、财务总监周健先生及会计机构负责人张广伟先生应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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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基本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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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票简称 ＊ST四通 变更前简称（如有）四通高科 

股票代码 000409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李英俊 李海洲 

联系地址 
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福华一路国际商会大

厦B座2202-2206 

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福华一路国际商会大

厦B座2202-2206 

电话 0755—82931507 0755—83023002 

传真 0755—83023007 0755—83023007 

电子信箱 stock000409@163.com stock000409@163.com 

2.2  财务资料 

2.2.1  主要会计数据及财务指标 

单位：（人民币）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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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913,932.10 222,826,199.90 -9.83%

股东权益（不含少数

股东权益） 
116,159,625.69 118,373,295.05 -1.87%

每股净资产 0.68 0.69 -1.45%

调整后的每股净资产 0.66 0.67 -1.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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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983,157.55 -11,983,157.55 -839.87%

每股收益 -0.013 -0.013 27.78%

每股收益（注） -0.013 - - 

净资产收益率 -1.89% -1.89% 1.00%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

的净资产收益率 
-1.89% -1.89% 1.00%

注:如果报告期末至报告披露日公司股本已发生变化，按新股本计算的每股收益。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 金额 

合计 0.00

2.2.2  财务报表 

2.2.2.2  利润及利润分配表 

编制单位：四通集团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06年1—3月              单位：人民币元 

本期 上年同期 
项目 

合并 母公司 合并 母公司 

一、主营业务收入 

  减：主营业务成本 

      主营业务税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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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附加 

二、主营业务利润（亏

损以“-”号填列） 

  加：其他业务利润

（亏损以“-”号填列）
405,700.00 279,321.54 279,321.54

  减：营业费用 14,269.80 14,269.80 86,468.82 86,468.82

      管理费用 2,181,082.78 1,123,552.61 2,627,337.54 2,609,337.54

      财务费用 458,600.91 458,745.87 646,865.48 646,865.48

三、营业利润（亏损

以“-”号填列） 
-2,248,253.49 -1,596,568.28 -3,081,350.30 -3,063,350.30

  加：投资收益（亏

损以“-”号填列） 
-631,467.31

      补贴收入 

      营业外收入 32,366.23 32,366.23

  减：营业外支出 200.00 200.00

四、利润总额（亏损

以“-”号填列） 
-2,215,887.26 -2,195,669.36 -3,081,550.30 -3,063,550.30

  减：所得税 

      少数股东损益 -2,217.90

  加：未确认的投资

损失本期发生额 
18,000.00 18,000.00

五、净利润（亏损以

“-”号填列） 
-2,195,669.36 -2,195,669.36 -3,063,550.30 -3,063,550.30

  加：年初未分配利

润 
-56,271,196.96 -56,271,196.96 -255,810,480.09 -255,810,480.09

      其他转入 

六、可供分配的利润 -58,466,866.32 -58,466,866.32 -258,874,030.39 -258,874,030.39

  减：提取法定盈余

公积 

      提取法定公益

金 

      提取职工奖励

及福利基金 

      提取储备基金 

      提取企业发展

基金 

      利润归还投资 

七、可供投资者分配

的利润 
-58,466,866.32 -58,466,866.32 -258,874,030.39 -258,874,030.39

  减：应付优先股股

利 

      提取任意盈余

公积 

      应付普通股股

利 

      转作资本（或

股本）的普通股股利 

八、未分配利润 -58,466,866.32 -58,466,866.32 -258,874,030.39 -258,874,030.39

利润表（补充资料） 

  1．出售、处置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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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被投资单位所得收

益 

  2．自然灾害发生的

损失 

  3．会计政策变更增

加（或减少）利润总

额 

  4．会计估计变更增

加（或减少）利润总

额 

  5．债务重组损失 

  6．其他 

法定代表人：范敬孝   主管会计机构负责人：周健   会计机构负责人：张广伟 

2.3  报告期末股东总数及前十名流通股股东持股表 

报告期末股东总数 25,6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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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H股或其它） 

王婷香 440,000.00A股 

汪秀丽 394,500.00A股 

虞祖浩 363,500.00A股 

李晨宵 352,100.00A股 

霍兆利 312,400.00A股 

陈万德 280,000.00A股 

王瑞琴 275,000.00A股 

于桢 255,700.00A股 

蔡郎次 249,300.00A股 

林峰 247,500.00A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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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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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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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期主营业务利润占利润总额较前一报告期相比有较大幅度降低，要系公司本期主营业务收入为0；本期期

间费用较前一报告期相比有较大幅度增加，主要是前一报告期公司收回原大股东广东华立集团公司收回欠

款冲回坏帐准备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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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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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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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3年3月26日，深圳市中联利交通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联利”）向华夏行借款1,900万元，该借

款时间为2003年3月31日至2004年3月30日，利率为6.903%。本公司及中联利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段峰分别与

华夏行签定了《保证合同》及《个人保证合同》，本公司与段峰个人承担连带保证责任。因中联利公司未

能到期偿还借款，华夏行向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该案经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开庭审理并作出一

审判决。 

详情请参阅2005年9月22日《中国证券报》公司公告。 

（2）本公司已在法定期限内递交上诉状。2006年4月26日，公司与华夏银行达成和解协议，并经广东省高

级人民法院依法作出裁决，裁定如下： 

本公司应于2006年4月26日起，至2006年5月22日前，向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偿还本金1100万元

和利息80万元，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收到上述款项后，本公司不再承担担保责任，华夏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不再向本公司追究担保责任。 

2、与广东华立实业集团公司（以下简称“华立集团”）及茂名能源实业公司（以下简称“茂名能源”）的

诉讼事项： 

截止2004年7月15日，公司原大股东华立集团共拖欠本公司10270.36万元。2005年12月13日，本公司就华立

集团与茂名能源欠款纠纷向茂名市中级人民法院提交诉讼财产保全担保书，申请保全、冻结茂名市能源实

业有限公司拥有的位于茂名市环市北路的三块土地使用权（总面积50,498.00平方米）。同时，本公司以位

于珠海市金湾区金海岸的面积为19,178.02平方米，期末账面净值19,743,827.47元的土地使用权作为担保。

同时，公司向广东省茂名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A、请求法院确认三方签订的土地使用权《抵押合

同》合法有效；B、判决两被告偿还本公司2500万元。 

茂名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05年12月20日以（2006）茂中法保全字第1-1号民事裁定书裁定查封茂名市能源实

业公司及本公司的上述土地。 

该案已由茂名市中级人民法院受理，现尚未作出一审判决。  

3、2004年6月17日，本公司因涉嫌信息披露违法受中国证监会深圳稽查局立案调查。2006年3月17日，公司

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字[2006]5号《行政处罚事决定书》，查明公司存在重大合同未及时披露、

公司2001年、2002年定期报告存在重大遗漏行为，并对公司处以40万元罚款，对往届部分董事、高管人员

进行相应处罚。 

详情请参阅2004年6月19日、8月31日及2006年3月18日《中国证券报》公司公告。 

  4、资产重组进展：2004年8月28日，本公司与本公司第一大股东蚌埠市第一污水处理厂签署了《资产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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购协议》及《资产租赁协议》。由于此次收购及租赁资产尚需征得国家有关部门及债权人同意，相关事项

尚在进行中。 

 

非经营性资金占用及清欠进展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人民币）万元 

大股东及其附属企业非经营

性占用上市公司资金余额

期初 期末 

本期清欠总额 清欠方式 清欠金额 清欠时间 

11,459.22 11,459.22 0.00现金清偿 0.002006年4月 

大股东及其附属企业非经营

性占用上市公司资金及清欠

情况的具体说明 

公司已于2005年12月在华立集团的配合下向广东省茂名市中级人民法院递交

了诉前财产保全申请并正式就2500万元债务提起诉讼，请求法院判令以华立集

团控股子公司茂名能源实业公司所拥有的位于茂名市的三宗土地使用权抵偿

债务，或以华立集团在茂名能源实业公司的90％股权抵偿部分债务。该案已于

2006年3月8日开庭，尚在审理中。目前华立集团、茂名能源实业公司和我公司

正在就和解进行协商。 

针对四通集团及四通实业有限公司未能完全按照还款计划清偿的情况，公司正

督促四通集团及其关联方尽快按计划还款或制定年底前清偿完毕的切实可行

的还款计划，以及对所欠本公司款项提供资产抵押。如有需要，公司也将通过

诉讼等法律途径追讨欠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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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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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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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股改公司的股改工作时间安排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目前公司正在与可以取得联系的非流通股股东进行积极沟通，对实施股权分置改革已基本达成共识，目前

公司和控股股东正在制定具体实施方案。公司预计在2006年5月31日前向深圳证券交易所上报股改方案及公

告材料。 

未股改公司已承诺股改但未能按时履行的具体原因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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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适用 √ 不适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