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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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了本次董事会会议。  

1.3 公司董事长王长森先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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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 公司 2005 年第一季度财务报告未经审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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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上市公司基本情况简介 

 

2.1 公司基本情况 

股票简称：和光商务        

股票代码：000863 

公司董事会秘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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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电话：0755—82900028 

        传真：0755—82900046 

        电子信箱：zhaoming@dawncom.com.cn 

2.2 财务资料 

2.2.1、主要财务数据及财务指标 

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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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80,974,373.54 1,166,611,059.38 -7.34% 

股东权益（不含少数

股东权益）（元） 

119,481,800.58 138,471,126.85 -13.71% 

每股净资产（元） 0.88 1.02 -13.63% 

调整后的每股净资产

（元） 

0.76 0.91 -15.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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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4,984,721.91 -44,984,721.91 -49.22% 

每股收益（元） -0.14 -0.14 -1655.76% 

净资产收益率（%） -0.16 -0.16 -0.55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

的净资产收益率（%） 

-0.16 -0.16 -0.56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 金额 

营业外支出 -1411.25 

合计 -141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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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2 利润表 

母公司 合并  

项目 2005年 1—3月 2004年 1—3月 2005年 1-3月 2004年 1-3月 

一、主营业务收入 99,905,191.77 169,994,827.43 100,452,203.73 169,994,827.43 

减：主营业务成本 99,889,218.75 154,647,892.51 100,427,642.67 154,647,829.51 

主营业务税金及附加 123,421.07 157,619.75 129,787.77 157,619.75 

二、主营业务利润 -107,448.05 15,189,315.17 -105,226.71 15,189,315.17 

加：其他业务利润  -- -306,157.42 -82,546.69 

减：营业费用 1,241,551.45 2,312,423.20 1,658,146.67 2,572,951.27 

管理费用 3,811,340.06 5,368,033.05 4,891,753.86 5,770,128.23 

财务费用 11,968,716.92 4,634,574.81 11,993,005.60 4,653,313.36 

三、营业利润 -17,129,056.48 2,874,284.11 -18,954,290.26 2,110,375.62 

加：投资收益 -1,923,517.97 -608,629.70 -354,779.02 2,497.09 

补贴收入  -- -  

营业外收入  -- -  

减：营业外支出 7.65 3,231.00 1,411.25 3,231.00 

四、利润总额 -19,052,582.10 2,262,423.41 -19,310,480.53 2,109,641.71 

减：所得税 -63,255.83 436,826.76 -63,255.83 436,826.76 

少数股东损益  -- -257,898.43 -152,781.70 

加：未确认的投资损失  -- -  

五、净利润 -18,989,326.27 1,825,596.65 -18,989,326.27 1,825,596.65 

加：年初未分配利润 -79,475,969.49 102,906,902.46 -80,139,442.70 102,002,162.12 

其他转入     

六、可供分配的利润 -98,465,295.76 104,732,499.11 -99,128,768.97 103,827,758.77 

减：提取法定盈余公积     

提取法定公益金     

七、可供股东分配的利

润 

-98,465,295.76 104,732,499.11 -99,128,768.97 103,827,758.77 

减：应付优先股股利     

提取任意盈余公积     

应付普通股股利     

转作股本的普通股股利     

八、未分配利润 -98,465,295.76 104,732,499.11 -99,128,768.97 103,827,758.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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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报告期末前十名流通股东持股表： 

报告期末股东总数  

前十名流通股东持股情况 期末持有流通股的数量（股） 种类（A、B、H股或其它） 

尉世鹏 450,000 A股 

黄永俊 161,900 A股 

马文飞 157,400 A股 

翁培玉 153,100 A股 

罗厚莲 133,400 A股 

彭华 118,274 A股 

田玉泉 113,000 A股 

陈雅坤 111,140 A股 

杨贵林 88,200 A股 

管象谦 85,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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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期公司主营业务及其结构较前一报告期相比未发生重大变

化，报告期内公司主营业务收入10,045.22 万元，与上年同期相比减

少 40.91%;主营业务成本 10,042.76 万元，与上年同期相比减少

35.06%;主营业务利润为-10.52 万元，去上年同期减少100.69%;净利

润-1,898.93 万元，去上年同期减少1140.17%。  

3.1.1 占主营业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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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行业或产品 主营业务收入（万元） 主营业务成本（万元） 毛利率（%） 

网络产品           8,607.35              
8,760.20 

-1.78% 

软件产品           1,348.82              
1,228.72 

8.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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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关联交易           5,851.58              
5,874.40 

-0.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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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位：元 
2005年 1--3月 2004年 1--12月  

项目 金额 占利润总
额的比例 

金额 占利润总
额的比例 

 
增减 

利润总额 -19,310,480.53  -182,634,445.39  0.00% 
主营业务利
润 

-105,226.71 0.54% 42,816,459.31 -23.44% 23.98% 

其他业务利
润 

-306,157.42 1.59% 280,151.89 -0.15% 1.74% 

期间费用 18,542,906.13 -96.03% 201,637,663.41 -110.41% 14.38% 
投资收益 -354,779.02 1.84% 567,973.48 -0.31% 2.15% 
补贴收入 0  38,516.73 -0.02% 0.02% 
营业外收支
净额 

-1,411.25 0.01% -24,699,883.39 13.52% -13.51% 

 

变动主要原因: 

1、主营业务利润减少系产品毛利率下降所致。 

2、期间费用增加主要系公司贷款、票据逾期，增加财务费用所致。 

 

3.1.4 主营业务及其结构与前一报告期相比发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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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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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情况及其原因说明 

√适用              □不适用 

主营业务盈利能力降低系报告期 IT 分销市场竞争加剧，为了保

证公司业务经营的正常进行，在部分产品的经营上采取了低价销售的

策略，降低了利润空间;为了降低库存占用,加速资金回笼,公司采取了

降价清理库存和现金折扣的方法,造成了部分利润流失；同时厂商销

售返点未能及时发放， 形成部分产品毛利率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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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5 年第一季度公司日常性关联交易执行情况： 

关联方 交易类型 定价依据 交易金额（元） 占同类交易比例 

广东和光有限公

司 

销售商品 按供应商指导价            
14,168,438.07  24.21% 

沈阳和光经贸合

作有限公司 

销售商品 按供应商指导价              
7,923,488.02  13.54% 

哈尔滨和光电子

有限责任公司 

销售商品 按供应商指导价            
10,491,433.66  17.93% 

武汉和光达文电

子设备有限责任

公司 

销售商品 按供应商指导价              
9,439,749.85  

16.13% 

西安和光电子有

限责任公司 

销售商品 按供应商指导价              
4,972,380.26  8.50% 

成都和光电子有

限公司 

销售商品 按供应商指导价              
5,369,747.68  9.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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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和光达文新

技术有限公司 

销售商品 按供应商指导价              
5,969,173.81  10.20% 

济南和光达文电

子有限责任公司 

销售商品 按供应商指导价                 
181,382.02  0.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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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京都会计师事务所对本公司 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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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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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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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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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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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对己披露的年度经营计划或预算的滚动调整情况 

□适用              √不适用 

                                   

 

 

深圳和光现代商务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 王长森                             

                                 二○○五年四月二十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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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和光现代商务股份有限公司 

 

2005 年第一季度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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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制单位：深圳和光现代商务股份有限公司

合并 母公司 合并

流动资产：

  货币资金 6,028,307.26        265,326.51           114,701,814.88    58,024,222.47       

  短期投资 -                       -                         

  应收票据 112,411,977.63    112,411,977.63    122,633,970.63    122,633,970.63     
  应收股利 -                        -                        -                       -                         
  应收利息 -                        -                        -                       -                         
  应收账款 238,259,962.82    234,534,191.36    194,957,937.82    190,566,965.16     

  其他应收款 507,404,774.93    493,616,423.97    570,900,386.09    599,038,645.09     

  预付账款 84,072,381.23      71,853,614.23      38,293,088.90      26,329,832.40       

  应收补贴款 -                        -                        -                       -                         

  存货 59,925,567.89      56,156,527.51      51,829,476.88      47,921,971.65       

  待摊费用 15,122,346.38      14,876,687.85      13,953,019.66      13,834,994.62       
  一年内到期的长期债权投资 -                        -                        -                       -                         
  其他流动资产 -                        -                        -                       -                         
  流动资产合计 1,023,225,318.14 983,714,749.06    1,107,269,694.86 1,058,350,602.02  

长期投资：

  长期股权投资 21,656,552.77      53,579,877.26      22,011,331.80      55,503,395.23       

  长期债权投资 -                        -                        -                       -                         
  长期投资合计 21,656,552.77      53,579,877.26      22,011,331.80      55,503,395.23       

固定资产：

  固定资产原价 49,444,371.61      45,672,949.68      49,410,171.61      45,672,949.68       
    减：累计折旧 21,206,374.69      19,163,195.01      20,276,966.32      18,347,913.92       

  固定资产净值 28,237,996.92      26,509,754.67      29,133,205.29      27,325,035.76       

         减:   固定资产减值准备 475,322.85           47,605.95             475,322.85           47,605.95              

      固定资产净额 27,762,674.07      26,462,148.72      28,657,882.44      27,277,429.81       

  工程物资 -                        -                        -                       -                         

  在建工程 -                        -                        -                       -                         
  固定资产清理 -                        -                        -                       -                         
  固定资产合计 27,762,674.07      26,462,148.72      28,657,882.44      27,277,429.81       

无形资产及其他资产：

  无形资产 8,329,828.56        8,329,828.56        8,672,150.28        8,672,150.28         

  长期待摊费用 -                        -                        -                       -                         

  其他长期资产 -                        -                        -                       -                         
 无形资产及其他资产合计 8,329,828.56        8,329,828.56        8,672,150.28        8,672,150.28         

递延税项：

  递延税款借项 -                        -                        -                       -                         

    资产总计 1,080,974,373.54 1,072,086,603.60 1,166,611,059.38 1,149,803,577.34  

资产负债表

 单位：人民币元

  项   目
2005年3月31日 2004年12月31日

母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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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并 母公司 合并
流动负债：

  短期借款 428,569,933.24          425,569,933.24       454,455,698.53     451,455,698.53      
  应付票据 339,924,045.70          339,924,045.70       397,612,710.25     397,612,710.25      
  应付账款 123,710,743.90          120,902,757.75       112,170,406.74     109,419,344.91      
  预收账款 14,386,177.18            13,985,971.84         8,102,010.76         7,803,946.96          
  应付工资 -                              -                          -                        -                         
  应付福利费 4,482,734.53              4,216,751.48           4,247,750.84         3,990,840.43          
  应付股利 399,808.02                 399,808.02              399,808.02            399,808.02             
  应付利息 -                        -                         
  应交税金 -1,851,046.96             -1,818,533.05         -1,931,928.92       -1,975,631.63        
  其他应交款 -9,488.52                    -9,507.72                39,920.74              38,502.58               
  其他应付款 10,516,645.57            12,645,077.78         13,088,564.34       7,464,659.97          
  预提费用 12,325,765.11            12,325,765.11         10,659,837.60       10,659,837.60        
  预计负债 24,050,000.00            24,050,000.00         24,050,000.00       24,050,000.00        

       递延收益 -                        -                         
  一年内到期的长期负债 -                          -                        -                         
  其他流动负债 -                          -                        -                         
  流动负债合计 956,505,317.77          952,192,070.15       1,022,894,778.90  1,010,919,717.62   

长期负债：

  长期借款 -                              -                          -                        -                         
  应付债券 -                              -                          -                        -                         
  长期应付款 -                        -                         
  专项应付款 1,110,000.00              660,000.00              1,110,000.00         660,000.00             
  其他长期负债 -                              -                          -                        -                         
  长期负债合计 1,110,000.00              660,000.00              1,110,000.00         660,000.00             

递延税项：

  递延税款贷项 -                              -                          -                        -                         

  负债合计 957,615,317.77          952,852,070.15       1,024,004,778.90  1,011,579,717.62   

  少数股东权益 3,877,255.19              -                          4,135,153.63         -                         

股东权益：

  股    本 135,620,262.00          135,620,262.00       135,620,262.00     135,620,262.00      
  资本公积 60,507,622.42            60,507,622.42         60,507,622.42       60,507,622.42        
  盈余公积 22,482,685.13            21,571,944.79         22,482,685.13       21,571,944.79        
    其中：法定公益金 7,494,228.39              7,190,648.28           7,494,228.39         7,190,648.28          
  未分配利润 -99,128,768.97           -98,465,295.76       -80,139,442.70     -79,475,969.49      

            其中：拟分配现金股利 -                        -                         
  未确认的投资损失 -                        -                         
  外币报表折算差额 -                        -                         
  股东权益合计 119,481,800.58          119,234,533.45       138,471,126.85     138,223,859.72      

  负债和股东权益总计 1,080,974,373.54       1,072,086,603.60    1,166,611,059.38  1,149,803,577.34   

公司负责人：王长森 会计机构负责人：徐健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徐健

资产负债表（续）

  项   目
2005年3月31日 2004年12月31日

母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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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制单位：深圳和光现代商务股份有限公司
2005年1-3月

合并 母公司 合并

一、主营业务收入 100,452,203.73    99,905,191.77      169,994,827.43 169,994,827.43  
    减：主营业务成本 100,427,642.67    99,889,218.75      154,647,892.51 154,647,892.51  

        主营业务税金及附加 129,787.77           123,421.07           157,619.75        157,619.75         

二、主营业务利润 -105,226.71          -107,448.05          15,189,315.17   15,189,315.17    
    加：其他业务利润 -306,157.42          -                        -82,546.69         -                     

    减: 营业费用 1,658,146.67        1,241,551.45        2,572,951.27     2,312,423.20      

        管理费用 4,891,753.86        3,811,340.06        5,770,128.23     5,368,033.05      
        财务费用 11,993,005.60      11,968,716.92      4,653,313.36     4,634,574.81      

三、营业利润 -18,954,290.26     -17,129,056.48     2,110,375.62     2,874,284.11      
    加：投资收益 -354,779.02          -1,923,517.97       2,497.09            -608,629.70       
        补贴收入 -                        -                        -                     -                     

        营业外收入 -                        -                        -                     -                     

    减：营业外支出 1,411.25               7.65                      3,231.00            3,231.00             

四、利润总额 -19,310,480.53     -19,052,582.10     2,109,641.71     2,262,423.41      

    减：所得税 -63,255.83            -63,255.83            436,826.76        436,826.76         

    减：少数股东损益 -257,898.43          -                        -152,781.70       -                     
    加：未确认的投资损失 -                        -                        

五、净利润 -18,989,326.27     -18,989,326.27     1,825,596.65     1,825,596.65      

补充资料：
2005年1-3月

合并 母公司 合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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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负责人：王长森  会计机构负责人：徐健

  项   目
母公司

利  润  表

          单位：人民币元

  项   目
2004年1-3月

母公司

2004年1-3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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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制单位：深圳和光现代商务股份有限公司

合并 母公司 合并

一、净利润 -18,989,326.27  -18,989,326.27   1,825,596.65       1,825,596.65      

    加：年初未分配利润 -80,139,442.70  -79,475,969.49   102,002,162.12   102,906,902.46  

        其他转入 -                     -                      -                       -                      

二、可供分配的利润 -99,128,768.97  -98,465,295.76   103,827,758.77   104,732,499.11  

    减：提取法定盈余公积

        提取法定公益金

三、可供股东分配的利润 -99,128,768.97  -98,465,295.76   103,827,758.77   104,732,499.11  

    减：应付优先股股利 -                     -                      

       提取任意盈余公积 -                     -                      

       应付普通股股利 -                     -                      

       转作股本的普通股股利 -                     -                      

四、未分配利润 -99,128,768.97  -98,465,295.76   103,827,758.77   104,732,499.11  

公司负责人：王长森   会计机构负责人：徐健

利润分配表

 单位：人民币元

  项   目

2005年1-3月 2004年1-3月

母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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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制单位：深圳和光现代商务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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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213,265.58       8,730,680.38        
      收到的税费返还 -                         -                       
      收到的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33,200,771.90       11,935,654.25      
            现金流入小计 43,414,037.48       20,666,334.63      
      购买商品、接受劳务支付的现金 8,146,111.02         7,249,022.56        
      支付给职工以及为职工支付的现金 2,374,860.67         1,880,535.10        
      支付的各项税费 4,131,853.44         4,006,987.09        
      支付的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73,745,934.26       1,688,505.13        
            现金流出小计 88,398,759.39       14,825,049.88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44,984,721.91      5,841,284.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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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200.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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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200.00              -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34,200.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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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000,000.00       34,000,000.00      
      收到的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                         -                       
            现金流入小计 34,000,000.00       34,000,000.00      
      偿还债务所支付的现金 39,910,983.32       39,910,983.32      
      分配股利、利润或偿付利息所支付的现金 584,090.84            529,685.84           
      支付的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                         -                       
            现金流出小计 40,495,074.16       40,440,669.16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6,495,074.16        -6,440,669.16      

四、汇率变动对现金的影响 -                         -                       

五、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 -51,513,996.07      -599,384.41         

公司负责人：王长森    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徐健     会计机构负责人：徐健

现金流量表

2005年1-3月

    单位：人民币元

项      目 合并 母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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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制单位:深圳和光现代商务股份有限公司

1、将净利润调节为经营活动现金流量：

   净利润 -18,989,326.27             -18,989,326.27            

          加: 少数股东本期收益 -257,898.43                  -                               

       计提的资产减值准备 -                                -                               

       固定资产折旧 929,408.37                   815,281.09                   

       无形资产摊销 342,321.72                   342,321.72                   

       长期待摊费用摊销 -                                -                               

       待摊费用减少（减：增加） -1,169,326.72               -1,041,693.23              

       预提费用增加（减：减少） 1,665,927.51                1,665,927.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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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099,570.23              12,045,165.23              

       投资损失（减：收益） 354,779.02                   1,923,517.97                

       递延税款贷项（减：借项） -                                -                               

       存货的减少（减：增加） -8,096,091.01               -8,234,555.86              

       经营性应收项目的减少（减：增加） 25,474,804.78              25,219,277.81              

       经营性应付项目的增加（减：减少） -57,338,891.11             -7,904,631.22              

       其他 -                                -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44,984,721.91             5,841,284.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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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028,307.26                27,604.79                     

   减：现金的期初余额 57,542,303.33              503,423.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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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1,513,996.07             -475,819.09                 

公司负责人：王长森       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徐健       会计机构负责人：徐健

现金流量表--补充资料
2005年1-3月

 单位：人民币元

项            目 合并 母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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