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0 年第一季度报告 

1 / 6 

 

公司代码：600608                                                   公司简称：ST沪科 

 

 

 

 

 

 

 

上海宽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第一季度报告正文 



2020 年第一季度报告 

2 /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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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负责人雷升逵、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刘文鑫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向海

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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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2,339,936.93 173,574,946.09 5.0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资产 
61,389,176.41  60,724,610.41  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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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170,611.48 -3,719,443.06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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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7,132,255.88 312,180,455.18 -33.6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 
664,566.00 734,915.74 -9.5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

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664,566.00 734,915.74 -9.57%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09 1.30 减少 0.21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020 0.0022 -9.09%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020 0.0022 -9.09%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适用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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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396 

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全称） 期末持股 比例 持有有限售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东性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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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量 (%) 条件股份数

量 
股份状态 数量 

昆明市交通投资有限

责任公司 
39,486,311 12.01  无  国有法人 

昆明产业开发投资有

限责任公司 
20,785,371 6.32  无  国有法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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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孙伟 7,955,569 2.42  无  境内自然人 

刘丽丽 3,691,882 1.12  无  境内自然人 

蒋全福 3,669,201 1.12  无  境内自然人 

张皞 3,666,700 1.11  无  境内自然人 

钱伟阳 3,467,573 1.05  无  境内自然人 

高建成 3,167,251 0.96  无  境内自然人 

张丽娟 2,545,100 0.77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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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昆明市交通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39,486,311 人民币普通股 39,486,311 

昆明产业开发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20,785,371 人民币普通股 20,785,371 

孙伟 7,955,569 人民币普通股 7,955,569 

刘丽丽 3,691,882 人民币普通股 3,691,882 

蒋全福 3,669,201 人民币普通股 3,669,201 

张皞 3,666,700 人民币普通股 3,666,700 

钱伟阳 3,467,573 人民币普通股 3,467,573 

高建成 3,167,251 人民币普通股 3,167,251 

张丽娟 2,545,100 人民币普通股 2,545,100 

顾力平 2,360,000 人民币普通股 2,36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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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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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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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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项目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

末比上年

度末增减 

变动原因 

货币资金 107,499,307.79 74,328,696.31 44.63 
主要原因是报告期末销售回款

较上年度末增加所致。 

应收账款 40,202,818.10 78,625,029.48 -48.87 

主要原因是上年度末未实现销

售回款的款项在报告期收回所

致。 

存货 12,502,238.02   不适用 
主要原因是本报告期末采购存

货未全部实现销售所致。 

应付账款 11,987,569.18 2,421,137.85 395.12 
主要原因是报告期末部分采购

商品货款未结清所致。 

应付职工薪酬 110,209.11 563,241.59 -80.43 

主要原因是报告期内公司发放

了上期末计提的应付职工薪酬

所致。 

应交税费 58,868.20 1,200,131.96 -95.09 
主要原因是报告期支付了上年

度末计提的税金所致。 

应付利息 1,381,487.50 4,480,862.50 -69.17 
主要原因是报告期内支付了到

期借款利息所致。 

项目 年初至报告期末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

期末 

比上年

同期增

减 

变动原因 

营业收入 207,132,255.88 312,180,455.18 -33.65 

主要原因是报告期内公司按照

新收入准则要求，对部分业务

以净额法确认收入，导致营业

收入相应减少。 

营业成本 204,297,583.29 308,354,901.62 -33.75 

主要原因是报告期内公司按照

新收入准则要求，对部分业务

以净额法确认收入，导致营业

成本相应减少。 

管理费用 880,617.85 1,715,016.91 -48.65 

主要原因是上年同期计提了员

工历史工伤补偿款以及报告期

进一步精简办公经费所致。 

经营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量净额 
33,170,611.48 -3,719,443.06 不适用 

主要原因是报告期内销售商品

收到的现金增加以及购买商品

支付的现金较上年同期减少所

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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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量净额 
  -6,899.00 不适用 

主要原因是上年同期增加固定

资产投入，本年无发生额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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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 8月 4日，公司披露了《关于筹划重大事项的提示性公告》（公告编号：临 2018-021），

公司控股股东昆明市交通投资有限责任公司拟筹划涉及公司的重大事项，该事项涉及的标的资产

为云南昆交投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 100%股权，交易对方分别为：昆明市交通投资有限责任公司（持

有标的公司 51%股权）、云南鸿实企业管理有限公司（持有标的公司 49%股权）。  

自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筹划以来，公司与相关各方积极有序地推进本次重组的相关工作。期间，

公司先后完成了与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相关的审计、评估、法律及财务顾问等中介机构的选聘；对

标的公司的尽职调查；以 2018年 12月 31日为基准日的审计、评估；重组预案的编制、审议及披

露；交易所问询函的回复等工作，并取得了云南省国资委关于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预审核意见、

昆明市国资委对标的资产评估结果的核准批复。 

2019年 11月 29日，公司召开第九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继续推进发

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事项的议案》，鉴于公司预案基准日（2018 年 12 月

31日）的财务数据已到期，且评估报告有效期即将到期，公司董事会无法在规定的首次董事会披

露预案的六个月内发出召开股东大会通知并公告重组报告书等相关文件。为保证相关数据的时效

性及准确性，公司将根据重组进度对标的资产的现有审计、评估基准日进行调整，并将以新的基

准日推进相关工作。 

2020 年 3 月 23 日，公司收到上海证券交易所下发的《关于对上海宽频科技股份有限公有关

重大资产重组事项的监管工作函》并于 2020年 4月 7日披露了《关于对上海证券交易所监管工作

函回复的公告》（公告编号：临 2020-009），就监管工作函涉及事项进行了核实及回复。 

截至目前，经相关各方协商并报请昆明市国资委批复同意,公司正在推进组织中介机构以2020

年3月31日为基准日开展标的公司审计、评估工作等与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相关事项。后续将

涉及重新确定发行价格等方案调整，方案调整的实施进度、具体内容以及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审

批结果、获准时间等均存在不确定性。公司于2019年7月23日披露的《上海宽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预案（修订稿）》的重大事项提示和重大风险提示

中对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可能涉及的有关重大风险因素进行了特别说明，提请投资者认真阅读有关

内容，并注意投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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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为彻底解决公司与南京斯威特集团有限公司及其关联公司（以下简称“斯威特集团”）历

史遗留的债权债务问题，消除或有负债给公司带来的潜在风险，公司拟公开挂牌转让所持有的斯

威特集团全部债权及其他或有债权，同时受让方需通过代偿、收购债权后免除担保责任等方式豁

免解除公司以前年度为斯威特集团担保所承担的全部连带担保责任。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0年1

月10日在上海交易所网站及上海证券报上披露的《关于公司债权转让的公告》(公告编号：临

2020-001)。截至目前，相关债权的审计、评估及国资备案工作尚未结束，公司将在相关工作完成

后，及时履行董事会和股东大会（如需）等审批程序并予以披露。公司将根据相关事项进展，及

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3、公司于2016年10月作为担保人代债务人南京宽频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南京宽频公

司”）向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京分行（以下简称“浦发南京分行”）偿还借款本金

及利息10,946,298.39元，浦发南京分行同时免除公司相应的担保责任。针对该事项，公司根据相

关法律法规依法向债务人南京宽频公司及其他连带担保人进行追偿，并向南京市秦淮区人民法院

提起诉讼，涉案金额为12,229,554.46元。2019年3月8日，公司收到上述法院下达的《受理案件通

知书》【（2019）苏0104民初3032号】。2019年8月，上述案件公开开庭审理，一审判决，公司胜

诉。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19年3月12日及8月22日在上海交易所网站及上海证券报上披露的《关

于涉及诉讼的公告》(公告编号：临2019-002)、《关于涉及诉讼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临

2019-029)。本诉讼案件涉及的相关债权将作为公司上述债权转让事项的标的资产之一，与公司持

有的斯威特集团其他债权一并公开挂牌转让，公司将根据相关事项进展，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3.3 报告期内超期未履行完毕的承诺事项 

□适用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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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名称 上海宽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雷升逵 

日期 2020年 4月 28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