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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重要提示 

1.1  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季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

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1.2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审议季度报告。 

1.3  公司负责人汤永庐、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熊固志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熊固

志保证季度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1.4  本公司第一季度报告未经审计。 

二、 公司主要财务数据和股东变化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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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2,855,291.06 118,546,738.51 -4.80 

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净资产 

-5,174,196.77 -735,285.47  

 年初至报告期末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比上年同期增减(%) 

经营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量净额 

1,471,857.83 17,189,516.53 -91.44 

 年初至报告期末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比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 323,863.78 124,175,495.17 -99.74 

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净利润 

-4,438,911.30 32,146,457.88  

 

-113.81 

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

润 

-3,323,944.82 -2,584,248.28  

加权平均净资产

收益率（%） 

150.23 115.02 增加 35.21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

（元/股） 

-0.0193 0.1398 -113.81 

稀释每股收益

（元/股） 

-0.0193 0.1398 -113.81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适用 □不适用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本期金额 说明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   

越权审批，或无正式批准文件，或

偶发性的税收返还、减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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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但与公

司正常经营业务密切相关，符合国

家政策规定、按照一定标准定额或

定量持续享受的政府补助除外 

  

计入当期损益的对非金融企业收取

的资金占用费 

  

企业取得子公司、联营企业及合营

企业的投资成本小于取得投资时应

享有被投资单位可辨认净资产公允

价值产生的收益 

  

非货币性资产交换损益   

委托他人投资或管理资产的损益   

因不可抗力因素，如遭受自然灾害

而计提的各项资产减值准备 

  

债务重组损益   

企业重组费用，如安置职工的支出、

整合费用等 

  

交易价格显失公允的交易产生的超

过公允价值部分的损益 

  

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产生的子公司

期初至合并日的当期净损益 

  

与公司正常经营业务无关的或有事

项产生的损益 

  

除同公司正常经营业务相关的有效

套期保值业务外，持有交易性金融

资产、衍生金融资产、交易性金融

负债、衍生金融负债产生的公允价

值变动损益，以及处置交易性金融

资产、衍生金融资产、交易性金融

负债、衍生金融负债和其他债权投

资取得的投资收益 

  

单独进行减值测试的应收款项、合

同资产减值准备转回 

    

对外委托贷款取得的损益    

采用公允价值模式进行后续计量的

投资性房地产公允价值变动产生的

损益 

  

根据税收、会计等法律、法规的要

求对当期损益进行一次性调整对当

期损益的影响 

  

受托经营取得的托管费收入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

和支出 

-1,115,379.29 税收滞纳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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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符合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的损益

项目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所得税影响额   

合计 -1,115,379.29  

 

2.2 截止报告期末的股东总数、前十名股东、前十名流通股东（或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表 

单位：股 

股东总数（户） 45,458 

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全称） 
期末持股 

数量 

比例

(%) 

持有有限售

条件股份数

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东性质 
股份状态 数量 

苏州晟隽营销管理有

限公司 
65,300,094 28.39 0 

质押 65,300,094 
境内非国有

法人 

冻结 65,300,094 
境内非国有

法人 

西藏康盛投资管理有

限公司 
11,499,971 5.00 0 无  

境内非国有

法人 

发行人未明确持有人 1,983,574 0.86 979,174 无  未知 

罗静 1,250,500 0.54 0 冻结 1,250,500 境内自然人 

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

司 
1,149,800 0.50 0 无  

境内非国有

法人 

JPMORGAN CHASE 

BANK,NATIONAL 

ASSOCIATION 

1,031,252 0.45 0 无  境外法人 

白晋 972,798 0.42 0 无  境内自然人 

舒德象 966,100 0.42 0 无  境内自然人 

范煊 772,900 0.34 0 无  境内自然人 

梁永谦 739,600 0.32 0 质押 600,300 境内自然人 

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流

通股的数量 

股份种类及数量 

种类 数量 

苏州晟隽营销管理有限公司 65,300,094 人民币普通股 65,300,094 

西藏康盛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11,499,971 人民币普通股 11,499,971 

罗静 1,250,500 人民币普通股 1,250,500 

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1,149,800 人民币普通股 1,149,800 

JPMORGAN CHASE BANK,NATIONAL 

ASSOCIATION 
1,031,252 人民币普通股 1,031,252 

发行人未明确持有人 1,004,400 人民币普通股 1,004,400 

白晋 972,798 人民币普通股 972,7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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舒德象 966,100 人民币普通股 966,100 

范煊 772,900 人民币普通股 772,900 

梁永谦 739,600 人民币普通股 739,600 

邵志坚 617,500 人民币普通股 617,500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

量的说明 

不适用 

 

2.3 截止报告期末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前十名优先股股东、前十名优先股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

情况表 

□适用 √不适用  

三、 重要事项 

3.1 公司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重大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适用 □不适用  

利润表项目 本期数 上年同期数 
变动比率

(%) 
变动原因 

营业收入    323,863.78   124,175,495.17  -99.74 
主要系子公司博信智通、博信

智联业务减少所致。 

营业成本    189,252.01   115,436,237.14  -99.84  
主要系子公司博信智通、博信

智联业务减少所致。 

税金及附加    1,726.70       145,705.59  -98.81  
主要系子公司博信智通、博信

智联业务减少所致。 

销售费用    466,065.82     2,309,669.10  -79.82  
主要系本期博信智通、博信智

联业务及人员减少所致。 

管理费用  3,032,392.95    5,703,478.08 -46.83  
主要系本期管理人员减少所

致。 

研发费用            -       1,646,837.90  -100.00  
主要系本期没有研发活动所

致。 

财务费用    -41,628.88         5,588.80  -844.86  
主要系本期子公司博信智联汇

兑损益影响所致。 

其他收益        412.81               -    不适用 
主要系本期收到政府发放的稳

岗补贴影响所致。 

投资收益             -      34,757,850.12  不适用 
主要系上期处置博成市政而本

期无此类业务所致。 

营业外支出  1,115,379.29        36,191.95  2,981.84  
主要系本期子公司博信智通缴

纳税收滞纳金所致。 

所得税费用            -       1,503,178.85  不适用 主要系本期业务减少所致。 

资产负债表

项目 
 期末数   期初数  变动比率 变动原因 

货币资金   4,759,013.18      3,287,155.35  44.78  
主要系本期应收账款收回所

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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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收账款 60,232,857.37     66,224,773.97  -9.05    

预付款项     627,681.04        625,729.14  -0.31  
 

其他应收款   3,184,380.90      3,050,628.94  4.38    

存货   3,218,468.52      3,413,953.22  -5.73    

其他流动资

产 
14,896,245.95     15,933,219.46  -6.51    

固定资产    314,547.75       385,522.47  -18.41  主要系固定资产提折旧所致。 

无形资产    111,431.87       115,091.48  -3.18    

递延所得税

资产 
25,510,664.48    25,510,664.48  0.00    

应付账款     167,757.89      1,859,664.29  -90.98  
主要系本期支付应付账款所

致。 

预收款项     701,035.60         13,438.00  5,116.82  
主要系本期收到预收款项所

致。 

应付职工薪

酬 
    891,375.29      1,026,355.09  -13.15  主要系本期员工减少所致。 

应交税费      75,796.51         76,074.95  -0.37  
 

其他应付款 115,824,257.38  115,937,226.49  -0.10    

预计负债  369,265.16      369,265.16  0.00    

现金流量表

项目 
 本期数   上年同期数  变动比率 变动原因 

经营活动产

生的现金流

量净额 

    

1,471,857.83 

      

17,189,516.53  

 

-91.44  

主要系子公司博信智通、博信

智联业务减少所致。 

投资活动产

生的现金流

量净额 

                

-    

     

49,806,442.18  

 

-100.00  

主要系本期未发生投资活动所

致。 

筹资活动产

生的现金流

量净额 

                

-    

    

-86,643,780.00  

 

-100.00  

主要系本期未发生筹资活动所

致。 

 

 

3.2 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适用 □不适用  

1、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2018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接

受控股股东财务资助的议案》。公司控股股东苏州晟隽向公司无偿（即不向公司收取利息等任何

资金使用费）提供授信额度为人民币5亿元的借款，借款期限自2018年1月29日至2020年1月28日。

在借款期限内，公司可在授信额度内循环申请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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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三十一次会议、2018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与控股股

东就财务资助事项签订补充协议暨财务资助额度调整的议案》，公司与苏州晟隽签订《<授信额度

借款合同>之补充协议》，将授信额度调整为7亿元，借款期限仍为2018年1月29日至2020年1月28

日。在借款期限内，公司可在授信额度内循环申请使用。 

公司2020年1月20日与苏州晟隽签订《<授信额度借款合同>之补充协议（二）》，将借款期限

延长到2021年1月28日，授信额度仍为7亿元，在借款期限内，公司可在授信额度内循环申请使用。 

2、2020年 2月 10 日公司收到持股 5%以上股东西藏康盛发来的《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获

悉西藏康盛于 2019年 4月 8日至 2020年 2月 10日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集中竞价交易系统总计减

持公司股份 11,500,044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5.00002%。具体内容详见《博信股份关于股东权益

变动的提示性公告》（2020-009）。 

2020年3月2日公司收到持股5%以上股东西藏康盛发来的《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获悉西藏康

盛于2020年2月18日至2020年3月2日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集中竞价交易系统总计减持公司股份

11,499,929股，占公司总股本的4.99997%。具体内容详见《博信股份关于股东权益变动的提示性

公告》（2020-014）。 

3、公司于2020年3月10日召开第九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对外投资

设立全资子公司的议案》，公司以自有或自筹资金出资设立全资子公司苏州博铭科技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人民币1,000万元。具体内容详见披露的《博信股份关于对外投资设立全资子公司的公告》

（2020-018）、《博信股份关于全资子公司完成工商注册登记的公告》（2020-020）。 

4、中兴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江苏博信投资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度财务

报表进行了审计，并出具了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编报规则

14号——非标准审计意见及其涉及事项的处理》、《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的

要求，公司董事会对保留意见审计报告涉及事项说明如下： 

一、保留意见涉及事项的基本情况  

根据中兴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关于江苏博信投资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度财务报告非标准审计意见的专项说明》（中兴华报字（2020）第 470004号），对公司 2019 年

度财务报告出具保留意见审计报告的理由和依据如下： 

博信股份全资子公司博信智通（苏州）科技有限公司 2018 年 9 月确认商品销售收入

275,867,948.28元（含税金额 320,006,820.00元），并结转商品销售成本 268,839,465.52 元（含

税金额 311,853,780.00元）；2019年 4月，博信股份认为该销售收入不完全符合企业会计准则有



2020 年第一季度报告 

8 / 10 

 

关收入确认的条件，对 2018 年度财务报表做了相应调整，将原已在 2018年 9月确认的营业收入

和营业成本予以冲减，并将原已收到的货款和支付的采购款分别调整为预收款项 320,006,820.00

元和预付款项 311,853,780.00元。2019年 12月，博信股份在相关销售、采购合同无法解除且认

为上述预付款项、预收款项已经不符合资产、负债的确认条件的情况下，对于上述同一业务事项

形成的预收款项和预付款项进行了财务对冲的账务处理，对冲差额 8,153,040.00 元暂计入其他应

付款核算。对此事项，中兴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执行了相关的审计程序，但未能获

得充分、适当的证据以确认上述事项相关会计处理的正确性，以及相关的信息披露是否充分适当。 

二、与持续经营相关的重大不确定性的基本情况 

根据中兴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关于江苏博信投资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度财务报告非标准审计意见的专项说明》（中兴华报字（2020）第 470004号），对公司 2019 年

度财务报告出具与持续经营相关的重大不确定性事项段的理由和依据如下： 

博信股份 2019年度归属于母公司的净利润为-6,727,272.29 元，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

母公司的净利润为-43,790,430.46 元，截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归属于母公司的净资产为

-735,285.47元,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为-22,651,085.79 元，公司主要经营业务停滞，财

务状况持续恶化，表明存在可能导致对博信股份持续经营能力产生重大疑虑的重大不确定性。该

事项不影响已发表的审计意见。 

三、公司董事会对相关事项的意见 

1、公司对保留意见审计报告涉及事项的说明及意见  

经公司自查及研究，对上述事项做出相应的会计处理及调整，具体情况如下： 

公司现管理层努力联系该项业务的上下游供应商、客户，力求了解详细信息，以做出恰当处

理，但由于上下游供应商、客户财务账套已被查封，对该事项的具体细节核实工作无法配合。 

公司 2019年末资产总额为 4.32亿元（预收预付对冲前），其中上述业务分别导致增加资产

3.12亿元、负债 3.2亿元，根据目前情况，该项资产、负债对应的经济利益无法流入或流出企业，

不符合《企业会计准则》资产与负债的确认条件，且金额巨大，导致 2019年度资产负债表与公司

实际财务状况严重不符。将上述预收账款与预付账款对冲，差额计入其他应付款，可以更客观的

反映公司 2019年末财务状况。 

综上，公司对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保留意见审计报告表示认可和理解，鉴于现有事实情况，

公司相关会计处理已尽可能客观、公允地反映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后续如有更好的会计

处理方式，公司会尽快解决以消除上述事项带来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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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与持续经营相关的重大不确定性事项的意见 

报告期内，因公司实际控制人罗静女士涉刑一事，导致公司正常经营管理受到重大影响，多

数业务停滞，公司 2019 年度中高级管理人员变动频繁，高级技术人员流失严重。因公司预计应收

账款及其他应收款存在无法按期全额收回的风险，期末存货积压，库龄较长，公司对相关资产进

行评估测试后发生减值迹象的资产计提了减值准备，形成损失。上述事项导致公司财务状况持续

恶化，公司董事会对与持续经营相关的重大不确定性事项予以理解。 

四、公司将采取的措施 

1、公司后续将增强相关内部控制流程，加强供应商、客户管理，落实客户供应商档案信息管

理制度，及时掌握客户供应商信息变动情况，规范采购和销售行为。  

2、公司将加强管理培训以提高相关人员的专业能力和业务水准，加大常规审计和专项审计的

频度和深度，加强监督和复核工作，切实避免类似情况的再次发生。 

3、针对公司持续经营相关的重大不确定性，2020年，公司董事会将积极主动采取相关措施

保证公司的持续经营能力，主要措施如下： 

（1）稳定收入，扭亏为盈。2020年，公司将按照市场对产品的需求，长远规划、统筹安排，

实施以销定产的经营策略。以市场需求为导向，以客户订单为基础，通过组织研发设计部门研究，

综合分析产品订单的需求量，结合产能、原材料采购情况，定制生产计划。在巩固现有渠道优势

的基础上，优化渠道管理，提升运营能力，有序推进渠道拓展，落实销售战略，稳定收入和利润，

保障全年业绩的实现，实现业绩扭亏为盈。 

（2）提升效率，降低成本。进一步强化公司内部管理，提升财务管理水平，人力资源管理水

平，质量管理水平，生产管理水平，安全管理水平。以提升管理水平为抓手使得管理更加精细化、

信息化，提升企业运营效率，降低公司运营成本。 

（3）加强管控，稳保内控。公司将加强对日常经营活动的监管，提升经营管理层及关键岗位

人员的稳定性，做好人员变动工作交接工作，确保内控制度能够稳定持续有效运行，通过招聘中

高级管理人员和高级技术人员以及内部培养员工的方式，确保人员能够匹配各项业务的开展。 

此外，公司董事会将进一步加强公司治理，强化内部控制监督检查，严格防范重大风险，促

进公司规范运行，努力推动公司继续健康发展。 

3.3 报告期内超期未履行完毕的承诺事项 

□适用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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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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大变动的

警示及原因说明 

□适用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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