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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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确性和完整性负个别及连带责任。  

    1.2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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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叶兆平，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李文静

声明：保证本季度报告中财务报告的真实、完整。  

 

 

§2 公司基本情况简介 

 

2.1 公司基本信息 

股票简称  ST博讯  变更前简称(如有)  

股票代码  600083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宋静远  曾杨清  

联系地址  
广东省东莞市南城区莞太大道 255 号 5

号楼  

广东省东莞市南城区莞太大道 255 号 5

号楼  

电话  0769－2906116  0769-2906106  

传真  0769－2906119  07692906119  

电子信箱  jysong@e683.com  zengyq@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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9,648,565.38 187,213,950.84 1.30

股东权益(不含少数股东权

益)(元)  
-10,073,525.04 20,969,049.04 -148.04

每股净资产(元)  -0.044 0.091 -148.35

调整后的每股净资产(元)  -0.044 0.083 -153.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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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7,804,407.91 -

每股收益(元)  -0.039 -0.134 290.00

净资产收益率(%)  - - -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资产

收益率(%)  
- - -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 金额(2005年 1-9月) 

以前年度已经计提各项减值准备的转回 208,920.18

扣除资产减值准备后的其他各项营业外收入、支出 -225,611.58

合       计 -16,691.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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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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703,038.54 30,523,013.85   

减：主营业务成本  27,526,184.57 26,314,872.14   

主营业务税金及附加  125,032.45   

二、主营业务利润（亏损以

“-”号填列）  
-823,146.03 4,083,109.26   

加：其他业务利润（亏损以

“-”号填列）  
158,257.13 -88,283.45   

减: 营业费用  874,301.70 1,144,508.07   

管理费用  5,258,440.86 4,524,886.79   

财务费用  1,991,710.84 1,017,613.15   

三、营业利润（亏损以“-

”号填列）  
-8,789,342.30 -2,692,182.20   

加：投资收益（损失以“-

”号填列）  
  

补贴收入    

营业外收入  1,340.70 9,440.75   

减：营业外支出  116,528.66 95,585.86   

四、利润总额（亏损总额以

“-”号填列）  
-8,904,530.26 -2,778,327.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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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904,530.26 -2,778,327.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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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5,261,367.44 117,096,766.41   

减：主营业务成本  84,245,665.74 92,057,707.10   

主营业务税金及附加  189,968.87 557,933.70   

二、主营业务利润（亏损以

“-”号填列）  
825,732.83 24,481,125.61   

加：其他业务利润（亏损以

“-”号填列）  
-380,098.49 -38,833.56   

减: 营业费用  1,777,849.60 2,806,022.51   

管理费用  24,672,579.16 24,522,831.46   

财务费用  4,622,653.01 4,408,211.45   

三、营业利润（亏损以“-

”号填列）  
-30,627,447.43 -7,294,773.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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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投资收益（损失以“-

”号填列）  
  

补贴收入    

营业外收入  1,340.70 12,993.64   

减：营业外支出  226,952.28 96,118.90   

四、利润总额（亏损总额以

“-”号填列）  
-30,853,059.01 -7,377,898.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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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853,059.01 -7,377,898.63   

 

2.3 报告期末股东总数及前十名流通股股东持股表（非 G股公司） 

单位：股  

报告期末股东总数（户）  35,5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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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秀金  1,605,670 A股 

东莞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1,600,038 A股 

成都博坤投资有限公司  994,834 A股 

郭小艳  750,060 A股 

罗予频  700,052 A股 

林山海  687,000 A股 

梁庆锋  657,700 A股 

田德荣  600,700 A股 

刘永生  473,800 A股 

李淑君  467,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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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主营业务仍是生产销售为彩管配套的偏转线圈（DY）及数码业务。因数码产品市

场竞争激烈，自开展本项业务以来持续亏损，公司计划在近期关闭该项业务。进入 05年以来，受等

离子电视及液晶平板显示技术的冲击，传统彩电、彩管市场持续低迷，出现了全行业性亏损，公司的

DY业务受之影响大幅萎缩，产量及价格均有所下降，加上 DY使用的主要原材料铜线价格一直持续上

涨，造成公司主营业务利润比去年同期大幅下降。报告期内，公司主营业务利润为-83.31万元，而

去年同期为 408.31万元。本报告期管理费用较去年同期有大幅的上升，主要原因是在去年 9月之

后，公司为开拓数码产品，增大了业务规模，故而管理费用上升。财务费用上升原因是自去年年底以

来，公司资金非常紧张，客户回款都以银行承兑汇票支付，我司进行票据贴现产生贴现息较高。 

目前公司资金枯竭，面临停产危机。报告期内公司经营出现亏损。报告期内，公司实现销售收入

2,670.30万元，净利润-890.45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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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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行业或产品 主营业务收入 主营业务成本 毛利率 

偏转线圈 69,980,287.71 70,965,754.74 -1.41% 

数码产品 15,281,079.73 13,279,911.00 13.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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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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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预计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期末仍将亏损。主要原因是传统彩电、彩管行业陷入萧条，公司与其配套

的 DY产业也受到严重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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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股公司） 

□适用√不适用 

 

 

 

 

 

 

公司名称: 成都博讯数码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刘国真  

日期: 2005年 10月 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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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附录 

资产负债表  
200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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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25,755.20 15,669,907.82   

短期投资    

应收票据  1,584,029.20 520,483.54   

应收股利    

应收利息    

应收账款  20,858,777.52 30,070,689.23   

其他应收款  40,555,799.25 11,562,406.57   

预付账款  5,434,951.79 10,478,477.53   

应收补贴款    

存货  20,522,447.79 28,680,854.80   

待摊费用    

一年内到期的长期债权投

资  
  

其他流动资产    

流动资产合计  93,081,760.75 96,982,819.49   

长期投资：    

长期股权投资  1,299,347.07 1,299,347.07   

长期债权投资    

长期投资合计  1,299,347.07 1,299,347.07   

其中：合并价差    

其中：股权投资差额    

固定资产：    

固定资产原价  185,731,441.47 182,067,569.67   

减：累计折旧  64,504,908.35 54,276,279.24   

固定资产净值  121,226,533.12 127,791,290.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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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固定资产净额  81,480,637.35 88,045,394.66   

工程物资  2,168,075.40   

在建工程  10,993,743.81 205,138.62   

固定资产清理    

固定资产合计  94,642,456.56 88,250,533.28   

无形资产及其他资产：    

无形资产  625,001.00 681,251.00   

长期待摊费用    

其他长期资产    

无形资产及其他资产合计  625,001.00 681,251.00   

递延税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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递延税款借项    

资产总计  189,648,565.38 187,213,950.84   

流动负债：    

短期借款  74,361,000.00 74,400,000.00   

应付票据    

应付账款  56,908,945.94 54,357,772.84   

预收账款  81,673.57 123,371.78   

应付工资  2,125,911.03 2,980,786.46   

应付福利费  3,597,726.38 3,522,338.73   

应付股利  2,660,337.40 2,660,337.40   

应交税金  -1,204,512.92 1,473,744.46   

其他应交款  47,441.02 144,843.61   

其他应付款  55,948,609.92 21,564,535.76   

预提费用  4,188,611.27 4,010,823.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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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9,722,090.42 166,244,901.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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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9,722,090.42 166,244,901.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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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199,230.71 24,199,230.71   

盈余公积    

其中：法定公益金    

未分配利润  -264,272,755.75 -233,230,181.67   

拟分配现金股利    

外币报表折算差额    

减：未确认投资损失    

所有者权益（或股东权

益）合计  
-10,073,525.04 20,969,049.04   

负债和所有者权益（或股

东权益）总计  
189,648,565.38 187,213,950.84   

公司法定代表人:刘国真     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叶兆平     会计机构负责人: 李文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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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润表  
2005年 7-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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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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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703,038.54 30,523,013.85   

减：主营业务成本  27,526,184.57 26,314,872.14   

主营业务税金及附加  125,032.45   

二、主营业务利润（亏损以

“-”号填列）  
-823,146.03 4,083,109.26   

加：其他业务利润（亏损以

“-”号填列）  
158,257.13 -88,283.45   

减: 营业费用  874,301.70 1,144,508.07   

管理费用  5,258,440.86 4,524,886.79   

财务费用  1,991,710.84 1,017,613.15   

三、营业利润（亏损以“-

”号填列）  
-8,789,342.30 -2,692,182.20   

加：投资收益（损失以“-

”号填列）  
  

补贴收入    

营业外收入  1,340.70 9,440.75   

减：营业外支出  116,528.66 95,585.86   

四、利润总额（亏损总额以

“-”号填列）  
-8,904,530.26 -2,778,327.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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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904,530.26 -2,778,327.31   

公司法定代表人:刘国真     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 叶兆平    会计机构负责人:李文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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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润表  
200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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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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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5,261,367.44 117,096,766.41   

减：主营业务成本  84,245,665.74 92,057,707.10   

主营业务税金及附加  189,968.87 557,933.70   

二、主营业务利润（亏损以

“-”号填列）  
825,732.83 24,481,125.61   

加：其他业务利润（亏损以

“-”号填列）  
-380,098.49 -38,833.56   

减: 营业费用  1,777,849.60 2,806,022.51   

管理费用  24,672,579.16 24,522,831.46   

财务费用  4,622,653.01 4,408,211.45   

三、营业利润（亏损以“-

”号填列）  
-30,627,447.43 -7,294,773.37   

加：投资收益（损失以“-

”号填列）  
  

补贴收入    

营业外收入  1,340.70 12,993.64   

减：营业外支出  226,952.28 96,118.90   

四、利润总额（亏损总额以

“-”号填列）  
-30,853,059.01 -7,377,898.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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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853,059.01 -7,377,898.63   

公司法定代表人:刘国真     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叶兆平     会计机构负责人: 李文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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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金流量表  
200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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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7,107,648.22  

收到的税费返还    

收到的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35,811,175.72  

现金流入小计  122,918,823.94  

购买商品、接受劳务支付的现金  78,933,229.85  

支付给职工以及为职工支付的现金  14,768,342.53  

支付的各项税费  3,230,304.65  

支付的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33,791,354.82  

现金流出小计  130,723,231.85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7,804,407.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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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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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5,445.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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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5,445.67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105,445.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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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9,000,000.00  

收到的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现金流入小计  39,000,000.00  

偿还债务所支付的现金  39,039,000.00  

分配股利、利润或偿付利息所支付的现金  2,595,299.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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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634,299.04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634,299.04  

四、汇率变动对现金的影响    

五、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  -11,544,152.62  

补充材料    

1、将净利润调节为经营活动现金流量：    

净利润  -30,853,059.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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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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737,583.18  

固定资产折旧  10,228,629.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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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预提费用增加（减：减少）  177,787.32  

处理固定资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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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32,177.70  

投资损失（减：收益）    

递延税款贷项（减：借项）    

存货的减少（减：增加）  -5,346,953.21  

经营性应收项目的减少(减：增加)  -21,257,111.65  

经营性应付项目的增加(减：减少)  21,875,997.73  

其他  44,290.92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7,804,407.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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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25,755.20  

减：现金的期初余额  15,669,907.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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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544,152.62  

公司法定代表人:刘国真     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叶兆平     会计机构负责人: 李文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