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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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董事，吴建文，因故未能参加董事会。  

 

    1.3 公司第三季度财务报告未经审计。 

  

1.4 公司负责人刘国真,公司总经理叶兆平，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李文静,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

主管人员）邹满玉声明：保证本季度报告中财务报告的真实、完整。 

 

§2 公司基本情况 

2.1 公司基本信息 

股票简称 SST博讯 变更前简称(如有) ST博讯 

股票代码 600083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曾杨清 杨琼 

联系地址 广东省东莞市南城区莞太大道 255号福地 5号楼 
广东省东莞市南城区莞太

大道 255号福地 5号楼 

电话 0769-22906106 0769-85603755 

传真 0769-22906119 0769-22906119 

电子信箱 zengyq@e683.com yangqiong@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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告期末比上

年度期末增减

（％） 

总资产(元) 116,712,436.04 173,487,875.53 -32.73

股东权益（不含少数股东权益）(元) -68,253,601.11 -24,804,724.84  

每股净资产(元) -0.297 -0.108  

调整后的每股净资产(元) -0.300 -0.118  

 报告期(7-9月) 
年初至报告期期

末(1-9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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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448,994.97 5,017,574.16 -269.81

每股收益(元) -0.003 -0.248  

每股收益 
注 1 

(元) -0.003   

净资产收益率(%)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资产收益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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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经常性损益项目 金额（单位：元）

处置长期股权投资、固定资产、在建工程、无形资产、其他长期资

产产生的损益 
1,439,368.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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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760.48

以前年度已经计提各项减值准备的转回 1,840,627.12

各种形式的政府补贴 10,102.00

合计 3,239,337.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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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9月) 

上年同期数 
(7－9月) 

本期数 
(7－9月) 

上年同期数 
(7－9月) 

一、主营业务收入 55,030,684.09 26,703,038.54   

减：主营业务成本 49,035,024.75 27,526,184.57   

主营业务税金及附加 102,536.15    

二、主营业务利润（亏损以“-”号填列） 5,893,123.19 -823,146.03   

加：其他业务利润（亏损以“-”号填列） -19,670.09 158,257.13   

减: 营业费用 305,725.69 874,301.70   

管理费用 4,893,631.91 5,258,440.86   

财务费用 1,354,810.39 1,991,710.84   

三、营业利润（亏损以“-”号填列） -680,714.89 -8,789,342.3   

加：投资收益（损失以“-”号填列）     

补贴收入 10,102.00    

营业外收入  1,340.70   

减：营业外支出 47,883.76 116,528.66   

四、利润总额（亏损总额以“-”号填列） -718,496.65 -8,904,530.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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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18,496.65 -8,904,530.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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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月) 

上年同期数 
(1-9月) 

本期数 
(1-9月) 

上年同期数 
(1-9月) 

一、主营业务收入 127,166,724.40 85,261,367.44   

减：主营业务成本 118,573,235.15 84,245,665.74   

主营业务税金及附加 234,800.05 189,968.87   

二、主营业务利润（亏损以“-”号填列） 8,358,689.20 825,732.83   

加：其他业务利润（亏损以“-”号填列） 273,300.63 -380,098.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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减: 营业费用 1,141,245.05 1,777,849.60   

管理费用 20,364,303.98 24,672,579.16   

财务费用 4,261,816.93 4,622,653.01   

三、营业利润（亏损以“-”号填列） -17,135,376.13 -30,627,447.43   

加：投资收益（损失以“-”号填列）     

补贴收入 10,102.00    

营业外收入 1,440,268.77 1,340.70   

减：营业外支出 41,262,410.60 226,952.28   

四、利润总额（亏损总额以“-”号填列） -56,947,415.96 -30,853,059.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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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6,947,415.96 -30,853,059.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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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0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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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都博坤投资有限公司 1,822,586 人民币普通股 

杨秀金 1,532,670 人民币普通股 

田德荣 1,133,297 人民币普通股 

王建新 1,089,300 人民币普通股 

兰秀春 994,000 人民币普通股 

陈建军 992,482 人民币普通股 

深圳市周鼎胜投资顾问有限公司 923,863 人民币普通股 

深圳市开图贸易有限公司 813,200 人民币普通股 

李明霞 800,567 人民币普通股 

杨毛志 8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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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期内，公司主营业务是生产销售为彩管配套的偏转线圈（DY）业务。受彩管市场阶段性回暖

影响，公司第三季度 DY产销量均有回升。期内实现销售收入 5503万元，去年同期为 2670万元；主

营业务利润为 589万元，去年同期为-82万元；但鉴于原材料价格持续高位，加之彩电、彩管市场的

过度竞争，公司的 DY业务毛利率依然维持在较低水平，盈利能力趋弱，报告期内，净利润-71.85万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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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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Y 124,295,828.65 114,697,200.76 7.72 

分产品  

DY 124,295,828.65 114,697,200.76 7.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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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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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日常经营相关的关联交易 

(1)、购买商品、接受劳务的重大关联交易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关联方名称 
关联交

易内容 

关联交

易定价

原则 

关联交

易价格
关联交易金额 

占同类交易金

额的比例(%) 

关联交

易结算

方式 

市场

价格

东莞市福地电

子材料有限公

司 

材料采

购 

公允市

价 
10,256,787.47 9.22  

广东福地科技

总公司 

租赁厂

房及库

房 

公允市

价 
911,025.00 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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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向股东的子公司东莞市福地电子材料有限公司材料采购。 

本公司向控股股东广东福地科技总公司租赁厂房及库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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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在 06年 6月 30日已经以净资产价值将香港分公司股权转让，故本报告期香港分公司报表不再

纳入合并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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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警示及说明 

√适用 □不适用 

预计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期末将亏损。原材料价格的大幅上涨以及传统彩电、彩管行业的过度竞争

造成整个行业进入微利时期，公司与其配套的 DY产业也受到严重影响。虽然公司三季度生产经营受

市场回暖的影响，产销量有所回升，经营状况有所好转，但受上半年业绩亏损影响，预计年初至下一

报告期末仍然亏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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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8 截止本次季报公告日，未进入股改程序公司的股改工作时间安排说明 

√适用 □不适用 

公司计划在 2006年 11月进入股改程序。 

 

截止本次季报公告日，未进入股改程序公司的相关说明 

√适用 □不适用 

未能进入股改程序的详细原因 存在的主要障碍或困难 

鉴于我司恶劣的财务情况和产业经营现状，我司股权分置改

革的方案必须与公司收购和重大资产重组方案合并考虑才能化解

公司当前面临的生存危机，实现持续、健康的发展，其中有大量

的问题亟待解决，因此导致公司迟迟未能进入股改程序。 

正在拟订的股权分置改革方

案将涉及公司收购及重大资产重

组，需要与各参与方充分沟通协

商，股改的难度较大。 

 

 

成都博讯数码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刘国真 

2006年 10月 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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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附录 

资产负债表 

2006年 9月 3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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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91,320.10 10,683,985.23   

短期投资     

应收票据 209,521.73 394,852.09   

应收股利     

应收利息     

应收账款 58,119,249.44 31,190,028.67   

其他应收款 23,389,439.77 34,593,852.86   

减：坏帐准备 6,445,311.78 4,956,985.93   

应收帐款净额 75,063,377.43 60,826,895.60   

预付账款 2,657,965.86 2,895,330.99   

应收补贴款     

存货 35,369,885.72 36,450,509.64   

减：存货跌价准备 16,989,939.92 11,928,777.72   

存货净额 18,379,945.80 24,521,731.92   

待摊费用 138,878.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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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6,941,009.46 101,056,313.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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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29,159.57 1,129,159.57   

其中：合并价差     

其中：股权投资差额     

固定资产：     

固定资产原价 181,874,985.50 185,693,801.62   

减：累计折旧 75,549,878.36 67,971,140.44   

固定资产净值 106,325,107.14 117,722,661.18   

减：固定资产减值准备 88,556,645.89 47,345,895.77   

固定资产净额 17,768,461.25 70,376,765.41   

工程物资     

在建工程 323,805.76 319,386.76   

固定资产清理     

固定资产合计 18,092,267.01 70,696,152.17   

无形资产及其他资产：     

无形资产 550,000.00 606,25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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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期待摊费用     

其他长期资产     

无形资产及其他资产合计 550,000.00 606,250.00   

递延税项：     

递延税款借项     

资产总计 116,712,436.04 173,487,875.53   

流动负债：     

短期借款 44,361,000.00 74,361,000.00   

应付票据     

应付账款 82,758,160.59 59,974,509.22   

预收账款 468,764.71 547,699.74   

应付工资 1,648,983.90 2,527,680.91   

应付福利费 4,601,191.79 3,710,187.42   

应付股利 2,660,337.40 2,660,337.40   

应交税金 1,022,547.08 -705,255.46   

其他应交款 99,467.98 56,160.20   

其他应付款 38,771,260.43 49,309,137.84   

预提费用 7,567,976.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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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4,966,037.15 198,292,600.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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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4,966,037.15 198,292,600.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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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7,699,230.71 24,199,230.71   

盈余公积     

其中：法定公益金     

未分配利润 -335,960,133.26 -279,003,955.55   

拟分配现金股利     

外币报表折算差额 7,301.44    

减：未确认投资损失     

所有者权益（或股东权益）合计 -68,253,601.11 -24,804,724.84   

负债和所有者权益（或股东权益）总计 116,712,436.04 173,487,875.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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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6年 1-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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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合并数 母公司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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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2,918,371.88  

收到的税费返还 156,271.26  

收到的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27,335,842.18  

现金流入小计 140,410,485.32  

购买商品、接受劳务支付的现金 88,514,185.08  

支付给职工以及为职工支付的现金 14,609,203.66  

支付的各项税费 2,320,706.43  

支付的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29,948,815.99  

现金流出小计 135,392,911.16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5,017,574.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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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400,457.70  

收到的其他与投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现金流入小计 5,400,457.70  

购建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所支付的现金 304,122.73  

投资所支付的现金   

支付的其他与投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2,470,740.90  

现金流出小计 2,774,863.63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625,594.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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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500,000.00  

分配股利、利润或偿付利息所支付的现金 1,335,833.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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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835,833.36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7,835,833.36  

四、汇率变动对现金的影响   

五、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 -10,192,665.13  

补充材料   

1、将净利润调节为经营活动现金流量：   

净利润 -56,947,415.96  



成都博讯数码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2006年第三季度报告 

 9

加：少数股东损益(亏损以“-”号填列)   

减：未确认的投资损失   

加：计提的资产减值准备 49,502,958.53  

固定资产折旧 7,739,165.99  

无形资产摊销 56,250.00  

长期待摊费用摊销   

待摊费用减少（减：增加） 1,594,639.42  

预提费用增加（减：减少） 2,723,180.17  

处理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的损失(减:收

益) 
-1,438,844.89  

固定资产报废损失   

财务费用 3,405,281.22  

投资损失（减：收益）   

递延税款贷项（减：借项）   

存货的减少（减：增加） 1,080,623.92  

经营性应收项目的减少(减：增加) -12,548,904.12  

经营性应付项目的增加(减：减少) 3,275,899.56  

其他 6,574,740.32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5,017,574.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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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91,3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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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192,665.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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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