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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宽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一 重要提示 

1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发

展规划，投资者应当到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等中国证监会指定媒体上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

文。 

2 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半年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

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3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会议。 

4 本半年度报告未经审计。 

5 经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不适用。 

二 公司基本情况 

2.1 公司简介 

公司股票简况 

股票种类 股票上市交易所 股票简称 股票代码 变更前股票简称 

A股 上海证券交易所 *ST沪科 600608 上海科技 

 

联系人和

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刘文鑫 赵哲 

电话 0871-63202050 021-62317066 0871-63202050 021-62317066 

办公地址 

云南省昆明市西山区盘龙路25号院5号

楼3楼； 

上海市闸北区江场西路299弄1号1601室 

云南省昆明市西山区盘龙路25号院5号楼

3楼； 

上海市闸北区江场西路299弄1号1601室 

电子信箱 Liu_wx@600608.net Zhao_z@600608.net 

 

2.2 公司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

年度末增减(%) 

总资产 149,291,736.53 192,820,713.37 -22.5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26,279,337.54 -13,148,932.07 不适用 

 本报告期 

（1-6月）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

同期增减(%)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3,466,599.75 -22,817,668.92 不适用 

营业收入 75,659,767.89 39,603,976.76 91.0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3,130,405.47 -15,402,902.89 不适用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的净利润 

-12,606,243.88 -15,515,269.38 不适用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4 -0.05 不适用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4 -0.05 不适用 

 

2.3 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 股 

截止报告期末股东总数（户） 25,959 

截止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不适用 

前 10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

例(%) 

持股 

数量 

持有有限售

条件的股份

数量 

质押或冻结的股份

数量 

昆明市交通投资有

限责任公司 

国有法人 12.01 39,486,311   无   

昆明产业开发投资

有限责任公司 

国有法人 6.32 20,785,371   无   

吴鸣霄 境内自然人 3.19 10,490,000 10,490,000 未知   

孟博 境内自然人 1.98 6,515,174   未知   

郭磊 境内自然人 1.84 6,035,617   未知   

陈河南 境内自然人 1.40 4,596,057   未知   

郭磊 境内自然人 1.19 3,902,700   未知   

张皞 境内自然人 1.11 3,666,700   未知   

张永明 境内自然人 0.94 3,107,287   未知 3,000,000 

顾力平 境内自然人 0.91 3,003,702   未知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上述股东中昆明市交通投资有限责任公司与其它股东不

存在关联关系，也不属于《上市公司股东持股变动信息披

露管理办法》中规定的一致行动人；未知其他股东之间是

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知其他股东是否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持股变动信息披露管理办法》中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

的说明 
不适用 

 



2.4 截止报告期末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前十名优先股股东情况表 

□适用 √不适用 

2.5 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适用 √不适用 

2.6 未到期及逾期未兑付公司债情况 

□适用 √不适用 

 

三 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3.1 经营情况的讨论与分析 

自 2017年年初以来，随着国际宏观经济环境温和复苏以及国内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宏观调整政

策的推进，国内钢材市场有所回暖，产品价格持续回升，大宗商品中的铜、铅、铝等基本有色金

属价格震荡上涨。受此影响，报告期内公司产品产销量及销售价格均有所提升，但同时亦面临原

材料采购成本、人力成本、安全与环保治理投入成本进一步增加的沉重压力。由于产品价格竞争

激烈，成本转嫁能力弱，公司异型钢管等传统产品利润水平依旧较低，大宗商品贸易业务受资金

不足因素制约，业务规模较小，暂不足以扭转公司持续亏损的局面。 

报告期内，面对复杂的市场环境，公司积极调整经营策略，对原黑色金属压延及加工行业中

的部分低毛利甚至负毛利产品实施主动退出机制，缩小规模，同时根据市场状况，加快拓展大宗

商品贸易业务，逐步调整公司产业结构。上半年，公司累计生产异型钢管产品 3,184 吨，同比增

加 21.57%，销售异型钢管产品 2,952吨，同比增加 10.88%；累计生产波纹管产品 9,800套，同比

增加 17.41%，销售波纹管产品 8,988套；累计销售电解铜 419.11吨，同比增加 100%。报告期内，

公司实现总营业收入 7,565.98万元，同比增加 91.04%，完成利润总额-1,313.04万元，同比减亏

227.24万元。截至报告期末，公司资产总额 14,929.17 万元，与上年末相比减少 22.57%；归属于

母公司的净资产-1,630.86 万元，与上年末相比减少 24.03%。 

 

3.1.1主营业务分析 

财务报表相关科目变动分析表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科目 本期数 上年同期数 变动比例（%） 

营业收入 75,659,767.89 39,603,976.76 91.04 

营业成本 73,519,058.57 40,291,136.95 82.47 

销售费用 3,801,449.74 3,679,031.58 3.33 

管理费用 9,002,434.04 9,240,625.23 -2.58 



财务费用 2,573,208.59 3,551,922.85 -27.55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3,466,599.75 -22,817,668.92 不适用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500,000.00 -210,137.05 不适用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30,473,280.00 -880,767.50 不适用 

研发支出 24,093.77 29,122.00 -17.27 

营业税金及附加 395,627.78 79,846.95 395.48 

资产减值损失 32,103.86 -6,541.87 不适用 

营业外收入 470,697.40 194,451.54 142.06 

营业外支出 1,260,365.43 14,088.80 8,845.87 

 

营业收入变动原因说明:主要是本期开展了大宗商品贸易业务，上年同期未开展该项业务，同时钢

压延加工业务营业收入较上年同期有所增长所致； 

营业成本变动原因说明:主要是营业收入较上年同期增加，营业成本随营业收入的增长有所增加所

致； 

销售费用变动原因说明:主要是产品销量增加，销售费用相较上年同期相应增加所致； 

管理费用变动原因说明:主要是产品产销量虽然变化较大，但与之对应的固定费用基本不变所致； 

财务费用变动原因说明:主要是报告期内关联方借款利率降低及归还了银行借款本金，应付利息相

应减少所致；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变动原因说明:主要是报告期内营业收入增加，同时加大了销售回款

力度所致；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变动原因说明:主要是报告期内处置闲置固定资产的收益较上年同

期增加所致；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变动原因说明:主要原因是报告期内归还了银行借款本金所致； 

研发支出变动原因说明:主要是研发人员岗位调动所致； 

营业税金及附加变动原因说明:主要原因是本期销售收入增加，相应税金上升所致； 

资产减值损失变动原因说明:主要原因是往来款项账龄发生变化，导致本期计提的准备金较上年同

期有所增加； 

营业外收入变动原因说明:主要原因是本期处置闲置固定资产收益较上期有所增加； 

营业外支出变动原因说明:主要原因是本期处置闲置固定资产损失较上年同期有所增加所致。 

 

3.1.2 资产、负债情况分析 

√适用 □ 不适用  



资产及负债状况 

单位：元 

项目名称 本期期末数 

本期

期末

数占

总资

产的

比例

（%） 

上期期末数 

上期期

末数占

总资产

的比例

（%） 

本期期

末金额

较上期

期末变

动比例

（%） 

情况说明 

货币资金 

7,553,974.38 5.06 50,993,854.13 26.45 -85.19 主要原因是本期归还

银行借款及投入部分

生产运营资金所致； 

长期待摊

费用 

310,861.54 0.21 1,243,446.16 0.64 -75.00 主要原因是本期无新

增待摊项目所致； 

短期借款 
            30,000,000.00 15.56 -100.00 主要原因是本期归还

3000 万借款所致； 

应付职工

薪酬 

383,907.80 0.26 1,281,374.47 0.66 -70.04 主要原因是本期支付

了部分上期期末计提

的应付职工薪酬所

致； 

应交税费 

1,322,041.54 0.89 3,560,879.15 1.85 -62.87 主要原因是本期支付

了部分上期计提的应

交税费所致； 

应付利息 

2,414,612.50 1.62 385,337.50 0.20 526.62 主要原因是本期计提

了借款利息，尚未结

算所致。 

 

3.1.3投资状况分析 

对外股权投资总体分析 

√适用 □ 不适用  

报告期内，公司无新增对外投资。截至报告期末，母公司对外股权投资余额为：7,947.79 万

元。具体如下： 

项目 金额(元) 

报告期内投资额 0 

投资额增减变动数 0 

上年同期投资余额 79,477,929.10 

投资额增减幅度（%） 0 

 



3.1.4主要控股参股公司分析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名

称 

主要产

品或服

务 

注册资本 总资产 净资产 营业收入 营业利润 净利润 

（万元） （万元） （万元） （万元） （万元） （万元） 

上海异

型钢管

有限公

司 

异型钢

管 
6,000.00 12,178.76 10,448.54 2,410.18 -390.36 -392.86 

上海异

型钢管

制品有

限公司 

异型钢

管、型材 
800.00 656.78 -557.50 124.44 -170.82 -170.82 

上海永

鑫波纹

管有限

公司 

波纹管 USD243.00 6,696.66 1,833.93 3,570.86 -270.64 -347.11 

上海益

选国际

贸易有

限公司 

大宗商

品贸易 
1,000.00 796.08 778.50 1,727.82 -62.67 -62.67 

主要子公司、参股公司业绩变动原因分析： 

（1）上海异型钢管有限公司 

上海异钢产品主要应用于锅炉、冶金、电力、机械、船舶等领域，属于钢铁行业的细分领域。

报告期内，国内钢铁行业持续回暖，公司产品产销量及销售价格均有所增加，但由于公司产品差

异化程度较低，价格竞争激烈，在原材料采购成本以及人工等固定成本持续上升的情况下，成本

转嫁能力偏弱，利润率较低，未能实现盈利。 

（2）上海异型钢管制品有限公司 

上海异型钢管制品有限公司是本公司及子公司上海异型钢管有限公司共同持股的控股子公

司，定位为上海异型钢管有限公司下属的销售公司，主要经营上海异型钢管有限公司部分异型钢

管产品的销售，其业绩波动情况及变动主要受上海异型钢管有限公司影响。2017 年上半年，上海

异型钢管有限公司市场需求及销售同比增加，给上海异型钢管制品有限公司营业收入及营业利润

带来积极影响，但仍未能扭转亏损局面。 

（3）上海永鑫波纹管有限公司 

上海永鑫波纹管有限公司主营波纹管及膨胀节等产品，主要应用于冶金、化工、造船等传统



工业以及水电、核电的管系配套。报告期内，波纹管及膨胀节下游市场需求有所回升，公司产品

产销量及利润率均较上年同期都有所增长，但由于固定成本相对较高以及营业外支出增加，公司

未实现扭亏。 

（4）上海益选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上海益选国际贸易有限公司业务主要以燃料油、煤、有色金属等大宗商品贸易为主。报告期

较上年同期业务开展加大，但因受自有资金不足因素制约，大宗商品贸易业务开展较少，未能实

现盈利。 

 

3.1.5其他披露事项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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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期内，公司产品产销量及毛利同比有所增加，但由于原材料价格上涨以及市场价格竞争

激烈，公司仍未扭转经营性亏损的不利局面。经公司财务部门初步测算，预测年初至下一报告期

期末的累计净利润可能为亏损。 

 

2、可能面对的风险 

√适用 □ 不适用  

（1）经营风险：公司异型钢管、波纹管等主要产品下游行业持续低迷，市场需求急剧萎缩，

加之产品差异化程度较低以及国家环保、能源政策趋于严格等因素影响，公司产品下游生态环境

将更加恶化，市场需求可能持续萎缩，公司可能存在持续经营风险。 

应对措施：公司将以市场为依托，调整和优化产品结构，加大新产品的开发和市场推广力度，

由以锅炉、电力行业产品生产为主的模式逐步转向机械、装备、铁路、交通设施、核电等多行业

拓展，加快拓展大宗商品贸易业务，培育新的利润增长点。 

（2）财务风险：公司目前仍未扭转经营性亏损的不利局面，净资产为负值，资产负债率相对

较高，融资能力较弱。在未来生产经营中，公司存在资金周转困难的财务风险。 

应对措施：优化公司资产债务结构，盘活不良资产，提高资产利用效率，减轻债务负担，降

低财务费用，提升公司融资能力。 

（3）暂停上市风险：2016年年报披露后，上海证券交易所对公司股票实施了“退市风险警示”，

若公司2017年末经审计后的净资产为负值，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14.1.1条第

二项规定公司股票将被暂停上市。  



应对措施：根据公司实际情况，采取多种方式调整产业结构，提高公司的持续经营能力，增

强产品盈利能力及市场竞争力。 

 

3.2 与上一会计期间相比，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原因及其影响 

□适用 √不适用 

 

3.3 报告期内发生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更正金额、原因及其影响。 

□适用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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