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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通集团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05年第三季度季度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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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董事对季度报告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无法保证或存在异议。 

1.3  董事未出席名单 
未出席董事姓

名 
未出席会议原因 受托人姓名 

刘兴汉 因公出差 无 
邝剑锋 因公出差 无 

1.4  本报告期财务报告未经审计 

1.5  公司负责人范敬孝、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周健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

员）张广伟应当声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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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通 变更前简称（如有） 四通高科、华立高科 
股票代码 000409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李英俊 李海洲 

联系地址 
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福华一路国际商会大
厦B座2206 

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福华一路国际商会大
厦B座2206 

电话 0755— 82931507 0755-83023002 
传真 0755-83023007 0755-83023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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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子信箱 stock000409@163.com stock000409@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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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2,876,519.97 190,047,859.44 -3.77%

股东权益（不含少数
股东权益） 

101,657,025.56 104,304,461.96 -2.54%

每股净资产 0.59 0.61 -3.28%
调整后的每股净资产 0.47 0.59 -20.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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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29,073.57 -174,650.48 -92.62%

每股收益 -0.0140 -0.0538 24.24%
每股收益（注） -0.0140 - - 
净资产收益率 -2.36% -9.08% 0.68%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
的净资产收益率 

-2.36% -7.28% 9.25%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 金额 
处理固定资产收益 130,339.03
扣除减值的营业外支出 415,168.55
资产减值准备转回 2,371,034.39

合计 1,825,526.81

2.2.2  财务报表 

2.2.2.1  资产负债表 

单位：（人民币）元 

境内报表 

期末数 上年度末数 
项目 

合并 母公司 合并 母公司 
流动资产： 
  货币资金 30,145,567.41 30,009,602.99 31,944,769.36 31,908,064.03
  短期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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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应收票据 
  应收股利 5,831,549.39 5,831,549.39
  应收利息 
  应收账款 13,374,414.70 8,775,888.62 11,930,635.81 11,667,551.07
  其他应收款 48,674,102.22 39,123,696.55 60,560,766.84 54,189,306.36
  预付账款 183,235.00
  应收补贴款 
  存货 158,763.38 150,233.46 345,480.29 152,725.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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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2,352,847.71 83,890,971.01 104,964,887.30 103,749,196.51
长期投资： 
  长期股权投资 8,904,190.97 27,879,316.46 8,840,714.88 9,043,802.30
  长期债权投资 
  长期投资合计 8,904,190.97 27,879,316.46 8,840,714.88 9,043,802.30
  合并价差 201,079.40
固定资产： 
  固定资产原价 34,826,702.14 18,556,563.14 65,897,502.79 65,727,341.79
    减：累计折旧 8,492,474.08 7,277,018.68 28,372,722.83 28,249,502.95
  固定资产净值 26,334,228.06 11,279,544.46 37,524,779.96 37,477,838.84
    减：固定资产减
值准备 

226,898.18 226,898.18 8,073,004.73 8,073,004.73

  固定资产净额 26,107,329.88 11,052,646.28 29,451,775.23 29,404,834.11
  工程物资 
  在建工程 
  固定资产清理 
  固定资产合计 26,107,329.88 11,052,646.28 29,451,775.23 29,404,834.11
无形资产及其他资
产： 
  无形资产 43,012,151.41 33,642,434.99 34,290,482.03 34,290,482.03
  长期待摊费用 
  其他长期资产 12,500,000.00 12,500,000.00 12,500,000.00 12,500,000.00
  无形资产及其他资
产合计 

55,512,151.41 46,142,434.99 46,790,482.03 46,790,482.03

递延税项： 
  递延税款借项 
资产总计 182,876,519.97 168,965,368.74 190,047,859.44 188,988,314.95
流动负债： 
  短期借款 47,284,670.20 47,284,670.20 49,334,670.20 49,334,670.20
  应付票据 
  应付账款 2,148,234.87 431,555.80 2,245,984.87 2,164,989.31
  预收账款 801,070.07 801,070.07 801,070.07
  应付工资 853,694.68 810,798.48 787,850.48
  应付福利费 1,571,102.32 128,582.36 1,543,261.06 1,499,560.06
  应付股利 
  应交税金 1,876,104.89 1,614,538.33 1,886,257.68 1,893,269.61
  其他应交款 134,394.43 49,249.14 150,134.25 150,134.25
  其他应付款 15,458,978.69 10,105,340.02 19,023,535.86 17,995,609.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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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预提费用 10,934,340.16 7,282,269.71 9,662,561.81 9,662,561.81
  预计负债 
  一年内到期的长期
负债 
  其他流动负债 
  流动负债合计 81,062,590.31 66,896,205.56 85,458,274.28 84,289,715.37
长期负债： 
  长期借款 90,000.00 90,000.00 90,000.00 9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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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0,000.00 90,000.00 90,000.00 90,000.00
递延税项： 
  递延税款贷项 
负债合计 81,152,590.31 66,986,205.56 85,548,274.28 84,379,715.37
少数股东权益 66,904.10 195,123.20
所有者权益（或股东
权益）： 
  实收资本（或股本） 171,374,148.00 171,374,148.00 171,374,148.00 171,374,148.00
    减：已归还投资 
  实收资本（或股本）
净额 

171,374,148.00 171,374,148.00 171,374,148.00 171,374,148.00

  资本公积 186,950,474.72 186,950,474.72 180,352,545.03 180,352,545.03
  盈余公积 8,692,386.64 8,692,386.64 8,692,386.64 8,692,386.64
    其中：法定公益
金 

2,897,462.21 2,897,462.21 2,897,462.21 2,897,462.21

  未分配利润 -265,037,846.18 -265,037,846.18 -255,810,480.09 -255,810,480.09
    其中：现金股利 
  未确认的投资损失 -322,137.62 -304,137.62
  外币报表折算差额 
  所有者权益（或股
东权益）合计 

101,657,025.56 101,979,163.18 104,304,461.96 104,608,599.58

负债和所有者权益
（或股东权益）合计 

182,876,519.97 168,965,368.74 190,047,859.44 188,988,314.95

2.2.2.2  本报告期利润及利润分配表 

单位：（人民币）元 

境内报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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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52,991.45 452,991.45 11,907,980.66 11,907,980.66
  减：主营业务成本 444,444.45 444,444.45 10,629,262.69 10,629,262.69
      主营业务税金
及附加 

58.12 58.12 8,695.28 8,695.28

二、主营业务利润（亏
损以“-”号填列） 

8,488.88 8,488.88 1,270,022.69 1,270,022.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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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其他业务利润
（亏损以“-”号填列）

280,321.64 138,571.64 -7,495.07 -7,495.07

  减：营业费用 20,910.70 20,910.70 137,851.02 137,851.02
      管理费用 2,095,223.82 1,061,135.03 3,539,817.83 3,439,714.89
      财务费用 576,318.61 576,500.82 851,423.80 851,423.80
三、营业利润（亏损
以“-”号填列） 

-2,403,642.61 -1,511,486.03 -3,266,565.03 -3,166,462.09

  加：投资收益（亏
损以“-”号填列） 

-889,034.03

      补贴收入 
      营业外收入 
  减：营业外支出 43.52 43.52
四、利润总额（亏损
以“-”号填列） 

-2,403,642.61 -2,400,520.06 -3,266,608.55 -3,166,505.61

  减：所得税 
      少数股东损益 -3,122.55
  加：未确认的投资
损失本期发生额 

100,102.94

五、净利润（亏损以
“-”号填列） 

-2,400,520.06 -2,400,520.06 -3,166,505.61 -3,166,505.61

  加：年初未分配利
润 

-262,637,326.12 -262,637,326.12 -252,927,082.82 -252,927,082.82

      其他转入 
六、可供分配的利润 -265,037,846.18 -265,037,846.18 -256,093,588.43 -256,093,588.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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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5,037,846.18 -265,037,846.18 -256,093,588.43 -256,093,588.43

  减：应付优先股股
利 
      提取任意盈余
公积 
      应付普通股股
利 
      转作资本（或
股本）的普通股股利 
八、未分配利润 -265,037,846.18 -265,037,846.18 -256,093,588.43 -256,093,588.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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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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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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2.3  年初到报告期末利润及利润分配表 

单位：（人民币）元 

境内报表 

年初到报告期末 上年同期 
项目 

合并 母公司 合并 母公司 
一、主营业务收入 36,989,966.73 36,989,966.73 97,089,852.47 97,089,852.47
  减：主营业务成本 36,188,075.85 36,188,075.85 87,394,396.14 87,394,396.14
      主营业务税金
及附加 

5,838.25 5,838.25 59,026.43 59,026.43

二、主营业务利润（亏
损以“-”号填列） 

796,052.63 796,052.63 9,636,429.90 9,636,429.90

  加：其他业务利润
（亏损以“-”号填列）

661,156.64 424,906.64 362,500.92 362,500.92

  减：营业费用 186,879.55 186,879.55 137,851.02 137,851.02
      管理费用 5,335,011.29 3,623,885.90 158,026.01 -151,702.77
      财务费用 1,790,507.13 1,791,412.11 4,157,220.42 4,157,626.51
三、营业利润（亏损
以“-”号填列） 

-5,855,188.70 -4,381,218.29 5,545,833.37 5,855,156.06

  加：投资收益（亏
损以“-”号填列） 

-340,690.73 -1,791,565.24 -261,002.46 -372,248.12

      补贴收入 
      营业外收入 
  减：营业外支出 3,054,582.56 3,054,582.56 2,083.52 2,043.52
四、利润总额（亏损
以“-”号填列） 

-9,250,461.99 -9,227,366.09 5,282,747.39 5,480,864.42

  减：所得税 8,932.52
      少数股东损益 -5,095.90 -18,605.20
  加：未确认的投资
损失本期发生额 

18,000.00 188,444.35

五、净利润（亏损以
“-”号填列） 

-9,227,366.09 -9,227,366.09 5,480,864.42 5,480,864.42

  加：年初未分配利
润 

-255,810,480.09 -255,810,480.09 -261,574,452.85 -261,574,452.85

      其他转入 
六、可供分配的利润 -265,037,846.18 -265,037,846.18 -256,093,588.43 -256,093,588.43
  减：提取法定盈余
公积 



四通集团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05年第三季度季度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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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5,037,846.18 -265,037,846.18 -256,093,588.43 -256,093,588.43

  减：应付优先股股
利 
      提取任意盈余
公积 
      应付普通股股
利 
      转作资本（或
股本）的普通股股利 
八、未分配利润 -265,037,846.18 -265,037,846.18 -256,093,588.43 -256,093,588.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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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2.4  年初到报告期末现金流量表 

单位：（人民币）元 

境内报表 

年初到报告期末 
项目 

合并 母公司 
一、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销售产品、提供劳务收到的现金 46,420,630.84 46,328,750.50
  收到的税费返还 30,788.89 15,169.23
  收到的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10,792,568.99 7,091,962.24
        现金流入小计 57,243,988.72 53,435,881.97
  购买商品、接受劳务支付的现金 47,559,704.86 47,559,704.86
  支付给职工以及为职工支付的现金 1,423,565.76 1,020,191.34
  支付的各项税费 183,842.13 166,342.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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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支付的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8,251,526.45 4,907,813.97
        现金流出小计 57,418,639.20 53,654,052.30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74,650.48 -218,170.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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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9,427.59 1,009,427.59
        现金流入小计 1,009,427.59 1,009,427.59
  购建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
产所支付的现金 

277,084.93 277,084.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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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7,084.93 277,084.93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732,342.66 732,342.66
三、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吸收投资所收到的现金 55,739.24
  借款所收到的现金 
  收到的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109,125.33 109,125.33
        现金流入小计 164,864.57 109,125.33
  偿还债务所支付的现金 2,050,000.00 2,050,000.00
  分配股利、利润或偿付利息所支付的现
金 

471,758.70 471,758.70

  支付的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现金流出小计 2,521,758.70 2,521,758.70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356,894.13 -2,412,633.37
四、汇率变动对现金的影响 
五、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 -1,799,201.95 -1,898,461.04
现金流量表补充资料 
  1．将净利润调节为经营活动现金流量：
    净利润 -9,227,366.09 -9,227,366.09
    加：计提的资产减值准备 -1,900,025.08 -1,900,000.00
        固定资产折旧 2,852,867.68 1,650,812.28
        无形资产摊销 742,690.62 648,047.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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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80,292.10 -2,380,292.10
        处置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
长期资产的损失（减：收益） 

130,339.03 130,339.03

        固定资产报废损失 
        财务费用 1,790,507.13 1,791,412.11
        投资损失（减：收益） 902,531.21 902,531.21
        递延税款贷项（减：借项） 
        存货的减少（减：增加） 2,492.20 2,492.20
        经营性应收项目的减少（减：增
加） 

9,639,889.90 17,957,272.26

        经营性应付项目的增加（减：减
少） 

-2,932,006.32 -9,793,418.27

        其他 203,721.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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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少数股东损益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74,650.48 -218,170.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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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145,567.41 30,009,602.99
    减：现金的期初余额 31,944,769.36 31,908,064.03
    加：现金等价物期末余额 
    减：现金等价物期初余额 
    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 -1,799,201.95 -1,898,46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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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2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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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  滢 816,000.00A股 
裘鸣笙 769,400.00A股 
藏鸿芹 750,000.00A股 
陈永刚 449,151.00A股 
何向荣 325,000.00A股 
李焯光 287,700.00A股 
王瑞琴 275,000.00A股 
周安林 260,000.00A股 
于  桢 255,700.00A股 
刘玉璋 231,500.00A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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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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行业 3,699.00 3,618.81 2.17%
其中：关联交易 0.00 0.00 0.00%

主营业务分产品情况 
化工贸易 3,699.00 3,618.81 2.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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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关联交易 0.00 0.00 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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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5 年 7-9 月 2005 年 1-6 月 
项目 

金额（元） 
占利润总额
比例(%) 

金额（元） 
占利润总额
比例(%) 

增减（%） 

利润总额 -2,403,642.61 100 -6,846,819.38 100 - 

主营业务利润 8,488.88 -0.35 787,563.75 -11.50 11.15 

其他业务利润 280,321.64 -11.66 380,835.00 -5.56 -6.10 

期间费用 2,692,453.13 -112.02 4,619,944.84 -67.48 -44.54 

投资收益 0 0 -340,690.73 4.98 -4.98 

补贴收入 0 0 0 0 0 

营业外收支净额 0 0 -3,054,582.56 44.61 -44.61 

营业外收支净额大幅减少主要是上期提取固定资产减值准备影响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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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诉讼进展：本公司与华夏银行深圳分行（以下简称华夏行）借款合同纠纷案：   
    华夏行诉深圳中联利交通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联利公司）、本公司及中联利公司董事长段峰
借款合同一案。该案经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开庭审理现一审已判决：（1）中联利公司应于判决生效之日起
15日内偿还华夏行借款本金1900万元及利息和罚息。（2）本公司、段峰应对中联利公司上述债务承担连带
清偿责任，如代为清偿后有权就其清偿部分向中联利公司追偿。本案受理费112,241.88元，由三被告连带
负担。鉴定费3,000元由本公司负担。本公司已在法定期限内递交上诉状。截止报告日，该案二审尚未开庭
审理。 
    （详见2005年9月22日《中国证券报》公司公告）。 
    2、深圳证监局立案调查：2004年6月17日，本公司因涉嫌信息披露违法受中国证监会深圳稽查局立案
调查。截止报告日，中国证监会已下达《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告知公司存在重大合同未及时披露、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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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2002年、2003年中报及年报存在重大遗漏行为，并拟对公司处以40万元罚款，拟对往届部分董事、高管
人员进行相应处罚。公司已领取该通知，并按规定将书面申辩书报送了中国证监会备案，并参加了听证会。
截止日前，中国证监会尚未作出最终处罚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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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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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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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