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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和光现代商务股份有限公司2006年第一季度季度

报告 

§1  重要提示 

1.1      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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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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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七名董事出席了本次董事会会议，吴坚民董事、卢庸董事分别委托陈玉清董

事代为行使赞成表决；公司三名监事两名列席了会议，监事吴航先生未出席本次会议，委

托监事洪建男先生代为行使赞成表决。  

   公司董事长郑洋先生、主管会计工作和会计机构负责人徐健先生声明：保证季度

报告中财务报告的真实、完整。 

   公司2006年第一季度财务报告未经审计。 

 

1.3  所有董事均出席董事会 

1.4  本报告期财务报告未经审计。 

1.5      公司负责人郑洋、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徐健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

人员）徐健声明：保证季度报告中财务报告的真实、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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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公司基本情况 

2.1  公司基本信息 

股票简称 ST商务 变更前简称（如有）和光商务 

股票代码 000863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赵明  

联系地址 
深圳市福田区滨河路北5022号联合广场B

座703室 
 

电话 0755-82900090  

传真 0755-82900046  

电子信箱 zhaoming@dawncom.com.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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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29,546,709.40 644,327,805.85 -2.29%

股东权益（不含少数

股东权益） 
-322,803,201.73 -303,974,523.75 -6.20%

每股净资产 -2.38 -2.24 -6.25%

调整后的每股净资产 -2.44 -2.30 -6.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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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72,594.89 -11,072,594.89 75.39%

每股收益 -0.14 -0.14 0.00%

每股收益（注） -0.14 - - 

净资产收益率 0.00% 0.00% 0.00%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

的净资产收益率 
0.00% 0.00% 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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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 0.00

合计 0.00

2.2.2  财务报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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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2.2  利润及利润分配表 

编制单位：深圳和光现代商务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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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005,971.13 44,529.92 100,452,203.73 99,905,191.77

  减：主营业务成本 39,466,456.48 5,306.14 100,427,642.67 99,889,218.75

      主营业务税金

及附加 
8,788.30 302.80 129,787.77 123,421.07

二、主营业务利润（亏

损以“-”号填列） 
530,726.35 38,920.98 -105,226.71 -107,448.05

  加：其他业务利润

（亏损以“-”号填列）
3,500.00 -306,157.42

  减：营业费用 2,597,860.15 24,719.10 1,658,146.67 1,241,551.45

      管理费用 3,814,005.09 2,093,005.36 4,891,753.86 3,811,340.06

      财务费用 13,146,526.78 13,160,444.77 11,993,005.60 11,968,716.92

三、营业利润（亏损

以“-”号填列） 
-19,024,165.67 -15,239,248.25 -18,954,290.26 -17,129,056.48

  加：投资收益（亏

损以“-”号填列） 
-187,022.22 -3,071,673.88 -354,779.02 -1,923,517.97

      补贴收入 

      营业外收入 

  减：营业外支出 1,411.25 7.65

四、利润总额（亏损

以“-”号填列） 
-19,211,187.89 -18,310,922.13 -19,310,480.53 -19,052,582.10

  减：所得税 -63,255.83 -63,255.83

      少数股东损益 -382,509.91 -257,898.43

  加：未确认的投资

损失本期发生额 

五、净利润（亏损以

“-”号填列） 
-18,828,677.98 -18,310,922.13 -18,989,326.27 -18,989,326.27

  加：年初未分配利

润 
-521,818,981.72 -522,089,470.44 -80,139,442.70 -79,475,969.49

      其他转入 

六、可供分配的利润 -540,647,659.70 -540,400,392.57 -99,128,768.97 -98,465,295.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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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40,647,659.70 -540,400,392.57 -99,128,768.97 -98,465,295.76

  减：应付优先股股

利 

      提取任意盈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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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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40,647,659.70 -540,400,392.57 -99,128,768.97 -98,465,295.76

利润表（补充资料） 

  1．出售、处置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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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洋   主管会计机构负责人：徐健   会计机构负责人：徐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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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8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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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尉世鹏 1,050,000.00A股 

顾鹤富 739,707.00A股 

顾振华 633,329.00A股 

何建华 567,000.00A股 

杨伯松 300,000.00A股 

周国栋 187,100.00A股 

余舟 182,011.00A股 

梁国平 144,800.00A股 

罗厚莲 133,400.00A股 

张似松 132,100.00A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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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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人民币）万元 

主营业务分行业情况 

 主营业务收入 主营业务成本 毛利率（％） 

计算机应用服务业 3,963.75 3,842.03 3.07%

其中：关联交易 74.61 67.43 9.62%

主营业务分产品情况 

网络产品  3,468.52 3,344.02 3.59%

软件产品 495.23 498.01 -0.56%

其中：关联交易 74.61 67.43 9.62%

3.1.2  公司经营的季节性或周期性特征 

□ 适用 √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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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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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例较

前一报告期无较大变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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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告期毛利率较上一年同期有所提高，经营状况步入正轨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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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联方_                        交易类型_  定价依据_交易金额（元）_占同类交易比例 

西安和旭网络科技有限公司_销售商品_按供应商指导价_10,476.07_    1.40% 

南京和光达文新技术有限公司_销售商品_按供应商指导价_21,800.00 _    2.92% 

北京华网信通科技有限公司_销售商品_按供应商指导价_713,826.32_   95.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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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期清欠总额 清欠方式 清欠金额 清欠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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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初 期末 

39,463.21 39,422.38 40.83现金清偿 40.832006年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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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非经营性资金占用及其他关联资金往来情况汇总表》，2005年度和光商

务公司控股股东及其他关联方全年新增资金占用金额为5,561,252.12元。截止

2005年12月31日，和光商务公司控股股东及其他关联方占用上市公司资金

698,603,449.85元，其中非经营性占用上市公司资金414,946,094.56元，其他

关联资金往来283,657,355.29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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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武汉众环会计师事务所对本公司2005年度会计报表审计并出具了无法表示意见的审计报告，本公司

2005年度报告中己披露了董事会、监事会对“非标意见”中涉及事项的相关说明（详见本公司2005年度报

告）本报告期内公司对审计报告中的所强调事项采取的措施如下：报告期公司在处理银行逾期贷款方面，

通过与银行进行密切沟通、共同商讨解决方案，现已与部分银行达成转贷协议或和解意向；对由于担保责

任引发的诉讼，公司在催促被担保方限期清偿债务的同时，掌握并密切关注其资产情况，必要时通过法律

手段解决相应问题。目前以上措施已经开始显现成效，公司的经营环境得以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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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预计年初到下一报告期末公司的累计净利润为亏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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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股改公司的股改工作时间安排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经与公司非流通股股东及债权银行协商，若无重大变化公司将于2006年底前进入股改程序。 

未股改公司已承诺股改但未能按时履行的具体原因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