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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博讯数码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2004年第三季度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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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季度报告未经审计。 

1.3  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刘国真先生、财务总监叶兆平先生声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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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票简称 ST博讯 变更前简称 ST红光 

股票代码 600083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    名 宋静远 相里麒 

联系地址 广东省东莞市莞太大道 255号 5号楼 2楼 

电    话 0769-2906116 

传    真 0769-2906119 

电子邮箱 songjy@e68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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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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3,916,071.98 231,507,217.07 -20.56 

股东权益（不含少数股

东权益） 
10,985,241.00 18,424,829.01 -40.38 

每股净资产 0.05 0.08 -60.00 

调整后的每股净资产 0.05 0.078 -35.90 

  报告期 年初至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净额 
 29,163,995.36  

每股收益 -0.01 -0.03 -433.33 

净资产收益率(%) -25.29 -67.16 41.87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

的净资产收益率(%) -24.51 -66.41 -124.52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 金额（2004年 1—9月） 

营业外收入 12,993.64 

营业外支出 96,118.90 

合计 -83,125.26 

 

 

 

 



 — 4 —

2.2.2 利润表 

利  润  表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2004年 7—9月 2003年 7—9月 

一、主营业务收入 30,523,013.85 54,481,464.41

    减：主营业务成本 26,314,872.14 34,753,826.12

    主营业务税金及附加 125,032.45 371,335.44

二、主营业务利润（亏损以“-”号填列） 4,083,109.26 19,356,302.85

   加：其他业务利润（亏损以“-”号填列） -88,283.45 101,646.24

    减:营业费用 1,144,508.07 -5,888,744.05

       管理费用 4,524,886.79 6,767,431.13

       财务费用 1,017,613.15 1,756,777.25

三、营业利润（亏损以“-”号填列） -2,692,182.20 16,822,484.76

    加：投资收益（亏损以“-”号填列） - -

补贴收入 - 5,329.53

        营业外收入 9,440.75 1,127.55

    减：营业外支出          95,585.86 16,046,579.99

四、利润总额（亏损以“-”号填列） -2,778,327.31 782,361.85

    减：所得税 - -

五、净利润（亏损以“-”号填列） -2,778,327.31 782,361.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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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   润   表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2004年 1—9月 2003年 1—9月 

一、主营业务收入 117,096,766.41  159,260,379.34 

    减：主营业务成本 92,057,707.10 100,521,909.95 

    主营业务税金及附加 557,933.70 1,333,287.30 

二、主营业务利润（亏损以“-”号填列） 24,481,125.61 57,405,182.09 

   加：其他业务利润（亏损以“-”号填列） -38,833.56 124,850.94 

    减:营业费用 2,806,022.51 5,377,016.27 

       管理费用 24,522,831.46 27,874,905.68 

       财务费用 4,408,211.45 4,576,876.28 

三、营业利润（亏损以“-”号填列） -7,294,773.37 22,698,234.80 

    加：投资收益（亏损以“-”号填列） - - 

补贴收入 12,993.24 1,405,329.53 

营业外收入 10,533.81 

减：营业外支出 96,118.9 20,839,160.12 

四、利润总额（亏损以“-”号填列） -7,377,898.63 3,274,938.02 

    减：所得税 - - 

五、净利润（亏损以“-”号填列） -7,377,898.63 3,274,938.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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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前十名流通股股东持股表 

报告期末股东总数    41384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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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 种类（A、B、H股或其它）

东莞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1,600,038 A股 

郭小艳 1,109,460 A股 

田德荣 1,089,700 A股 

林山海 683,000 A股 

刘永生 648,400 A股 

李淑君 572,700 A股 

罗予频 555,550 A股 

成都博坤投资有限公司 555,027 A股 

杨秀金 506,200 A股 

梁显聪 505,300 A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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的生产经营以偏转线圈（DY）产业为核心，坚持以管理提升

效益的总原则，密切关注市场变化，充分、合理地利用企业现有资源，精心组织

产、供、销，本年度7—9月累计销售了各种型号的偏转线圈121.99万只。报告期

内，由于本公司最大客户汤姆逊东莞显示器件公司部分生产线停产改造，公司

偏转线圈产品的销售量及销售价格与去年同期相比有较大幅度下降，

7-9月公司实现销售收入3,052.30万元，完成全年度计划的16.96%，实现净利润人

民币-277.83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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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行业或分产品 主营业务收入(元) 主营业务成本（元） 毛利率(%) 

偏转线圈 114,070,102.86 88,634,343.90 22.30 

其中：关联交易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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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额（元） 占利润总额的比例（％） 

项目 

2004年 7－9月 2004年 1－6月 2004年 7－9月 2004年 1－6月 

利润总额 -2,778,327.31 -4,599,571.32 100 100

主营业务利润 4,083,109.26 20,398,016.35 -146.96 -443.48

其他业务利润  -88,283.45 49,449.89 3.18 -1.08

期间费用  6,687,008.01 25,050,057.41 -240.68 -544.62

投资收益  - - - -

补贴收入  - - - -

营业外收支净额 -86,145.11 3,019.85 3.10 -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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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1）主营业务利润较上一报告期有较大幅度下降的原因是：公司本报

告期的主营业务收入及产品毛利率较上一报告期有较大幅度减少；（2）期间费用

较上一报告期有较大减少的原因是：上一报告期计提的存货跌价准备较大，而本

期没有计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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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上一报告期相比，公司毛利率下降了 10.27%，主要原因是本期公司

产品销量及价格有较大幅度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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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于本公司最大客户汤姆逊广东显示器件有限公司东莞分公司（下称“汤

姆逊公司”）部分生产线停产改造，公司偏转线圈产品的销售量与去年同期相

比有较大幅度下降。同时由于汤姆逊公司引入其他供应商参与竞争，本公司

产品的销售价格也有较大幅度下降。 

为克服公司主营业务过于依赖单一客户的局面，公司及早加大了新产品

开发和新客户的开发力度，预计在第四季度公司的经营状况将有所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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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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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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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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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线圈的销售量及销售价格有较大幅度下降。预计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期末仍

有可能出现亏损现象。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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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都博讯数码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刘国真 

2004年10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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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博讯数码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资产负债表 
2004年9月30日 

                                                     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资           产  期末数 年初数 

 流动资产：  

   货币资金  14,549,730.80 7,738,242.28

   短期投资  

   应收票据  1,605,890.02 63,852,637.20
应收股利

   应收利息  

   应收账款  23,283,832.39 19,617,751.74
   其它应收款  18,763,729.44 15,794,356.25

     减:坏账准备  1,936,918.65 1,936,918.65

   应收账款净额  40,110,643.18 33,475,189.34

   预付账款  10,945,154.57 2,123,466.61

   应收补贴款  

   存货  38,828,513,83 32,097,305.99

    减：存货跌价准备   9,785,025.09 2,500,054.99

   存货净额  29,043,488.74 29,597,251.00

   待摊费用  

   内部往来  

 一年内到期的长期债权投资  

   其它流动资产  

   流动资产合计  96,254,907.31 136,786,786.43

 长期投资：  

   长期股权投资  1,699,423.07 1,699,423.07

   长期债权投资  

   长期投资合计  1,699,423.07 1,699,423.07

    减：长期投资减值准备  
长期投资净额 1,699,423.07 1,699,423.07

 固定资产：  

   固定资产原价  175,762,010.54 172,763,574.63

    减：累计折价   50,971,102.18 41,266,122.09

   固定资产净值  127,790,908.36 131,497,452.54

    减：固定资产减值准备  39,745,895.77 39,745,895.77

   固定资产净额  85,045,012.59 91,751,556.77

   工程物资  

   在建工程  235,479.01 17,921.81

   固定资产清理  

   固定资产合计  85,280,491.6 91,769,478.58

 无形资产及其它资产：  
   无形资产  681,250.00      731,250.00 

   长期待摊费用  520,278.99

   其它长期资产  

 无形资产及其它资产合计  681,250.00 1,251,528.99

 递延税款：  

   递延税款借项  

 资产总计  183,916,071.98 231,507,217.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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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博讯数码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资产负债表（续） 
2004年 9月 30日 

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负债和所有者权益（或股东权益）  期末数 年初数 

 流动负债：   
   短期借款  83,420,000.00 98,405,000.00 

   应付票据  11,698,713.46 

   应付账款  41,641,024.56 43,296,032.83 

   预收账款  150,190.78 31,369.97 

   代销商品款   
   应付工资  5,868,680.28 8,059,189.51 

   应付福利费  3,655,154.34 2,621,601.22 

   应付股利  2,660,337.40 2,660,337.40 

   应交税金  252,475.65 1,762,861.87 

   其它应交款  123,705.53 76,812.47 

   其它应付款  21,715,114.15 24,548,754.16 

   预提费用  12,437,801.48 18,915,368.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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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它流动负债   
  

流动负债合计  172,930,830.98 213,082,388.06 

 长期负债：   
   长期借款   

   应付债款   
   长期应付款   
   住房周转金   
   其它长期负债   
   长期负债合计              - 

 递延税项：   
   递延税款贷项   

   负债合计  172,930,830.98 213,082,388.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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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3,213,989.71 -235,774,401.70 

   股东权益合计  10,985,241.00 18,424,829.01 

 负债和股东权益总计  183,916,071.98 231,507,217.07 

企业负责人：刘国真              财务负责人：叶兆平              会计主管：邹满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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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博讯数码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利润表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2004年 7—9 2003年 7—9月 2004年 1-9月 2003年 1-9月

一、主营业务收入 30,523,013.85 54,481,464.41 117,096,766.41  159,260,379.34

  减：主营业务成本 26,314,872.14 34,753.826.12 92,057,707.10 100,521,909.95

    主营业务税金及附加 125,032.45 371,335.44 557,933.70 1,333,287.30

二、主营业务利润（亏损以“-”号填列） 4,083,109.26 19,356,302.85 24,481,125.61 57,405,182.09

   加：其他业务利润（亏损以“-”号填

列） 
-88,283.45 101,646.24 -38,833.56 124,850.94

     减：营业费用 1,144,508.07 -5,888,744.05 2,806,022.51 5,377,016.27

          管理费用 4,524,886.79 6,767,431.13 24,522,831.46 27,874,905.68

          财务费用 1,017,613.15 1,756.777.25 4,408.211.45 4,576,876.28

三、营业利润（亏损以“-”号填列） -2,692,182.20 16,822,484.76 -7,294,773.37 22,698,234.80

     加：投资收益（亏损以“-”号填列）          - -
- -

补贴收入 
5,329.53 12,993.24 1,405,329.53

营业外收入 9,440.75 1,127.55 10,533.81

      减：营业外支出 95,585.86 16,046,579.99 96,118.9 20,839,160.12

四、利润总额（亏损以“-”号填列） -2,778,327.31 782,361.85 -7,377,898.63 3,274,938.02

      减：所得税 - - - -

五、净利润（亏损以“-”号填列） -2,778,327.31 782,361.85 -7,377,898.63 3,274,938.02

企业负责人：刘国真              财务负责人：叶兆平              会计主管：邹满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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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博讯数码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现金流量表 

2004年 1-9月 

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项         目 金         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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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2,628,735.61 

        收到的税费返还  

        收到的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23,354,033.59 

现金流入小计 197,982,769.20 

        购买商品、接受劳务支付的现金 101,170,953.08 

        支付给职工以及为职工支付的现金 30,093,245.91 

        支付的各项税费 7,894,250.84 

        支付的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29,660,324.01 

现金流出小计 168,818,773.84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9,163,995.36 

二、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收回投资所收到的现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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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收回的现金净
额 

 

        收到的其他与投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现金流入小计  

        购建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 所支付的现金 4,257,993.74 

        投资所支付的现金  

        支付的其他与投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4,257,993.74 

现金流出小计 -4,257,993.74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三、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吸收投资所收到的现金  

        借款所收到的现金 22,000,000.00 

        收到的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现金流入小计 22,000,000.00 

        偿还债务所支付的现金 36,985,000.00 

        分配股利、利润或偿付利息所支付的现金 3,109,513.10 

        支付的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现金流出小计 40,094,513.10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8,094,513.10 

四、汇率变动对现金的影响  

五、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 6,811,488.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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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博讯数码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现金流量表（续） 

2004年 1-9月 
                                                      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项         目 金         额 

1、将净利润调节为经营活动现金流量： -

      净利润 -7,377,898.63

      加：计提的资产减值准备 7,284,970.10

              固定资产折旧 9,704,980.09

              无形资产摊销 50,000.00

              长期待摊费用摊销        520,278.99

              预计负债 -

              待摊费用减少(减：增加 ) -

              预提费用增加(减：减少) -6,477,566.88

              处置固定资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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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762,247.52

              投资损失(减：收益) -

              递延税款贷项(减：借项) -

              存货的减少(减：增加) -6,371,207.84

              经营性应收项目的减少(减：增加) 46,789,605.38

              经营性应付项目的增加(减：减少) -18,361,413.37

              其他 -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9,163,995.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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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549,730.80

      减：现金的期初余额 7,738,242.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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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811,488.52

企业负责人：刘国真            财务负责人：叶兆平         会计主管：邹满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