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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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公司第三季度报告未经审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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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要会计数据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

年度末增减(%) 

总资产 173,417,381.24 173,574,946.09 -0.0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62,374,939.43 60,724,610.41 2.72 

主要会计数据 
年初至报告期末 

（1-9月）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1-9月） 

比上年同期增减

(%)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9,159,651.13 -13,289,588.64 不适用 

主要会计指标 
年初至报告期末 

（1-9月）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1-9月） 

比上年同期增减 

（%） 

营业收入 642,276,101.49 827,779,609.99 -22.4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650,329.02 1,147,505.44 43.8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1,633,765.02 1,147,505.44 42.38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2.68 1.77 增加 0.91个百

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05 0.003 66.67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05 0.003 66.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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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9月） 

年初至报告

期末金额
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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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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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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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564.00 16,564.00 报告期内收到失

业保障中心发放

的稳岗补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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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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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564.00 16,56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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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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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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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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孙伟 10,555,553 3.21  无  境内自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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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钱伟阳 4,378,673 1.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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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建成 3,167,251 0.96  无  境内自然人 

熊劭春 3,130,018 0.95  无  境内自然人 

罗瑞云 3,112,260 0.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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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555,553 人民币普通股 10,555,553 

钱伟阳 4,378,673 人民币普通股 4,378,6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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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建成 3,167,251 人民币普通股 3,167,251 

熊劭春 3,130,018 人民币普通股 3,130,018 

罗瑞云 3,112,260 人民币普通股 3,112,260 

马秋丽 2,592,677 人民币普通股 2,592,6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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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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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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项目 本期期末 上年同期期末 

本报告期

末比上期

同期期末

增减（%） 

情况说明 

货币资金 61,028,139.87 35,964,739.78 69.69 

主要原因是报告期末用于采

购商品的资金较上年同期减

少所致。 

应收账款 106,175,943.14 72,200,527.78 47.06 

主要原因是报告期内公司以

现款采购商品，报告期末尚未

实现的销售回款的金额较上

年同期期末增加所致。 

预付账款 4,613,586.94   100.00 
主要原因是报告期内预付款

采购业务同比增加所致。 

其他应收款 332,564.59 645,090.62 -48.45 

主要原因是报告期末公司办

公场地房屋租赁押金同比减

少所致。 

存货   62,794,801.49 -100.00 
主要原因是报告期末存货全

部实现销售所致。 

其他流动资产 1,164,430.74 1,777,765.97 -34.50 
主要原因是报告期末留抵的

进项税额较上期减少所致。 

固定资产 102,715.96 160,438.64 -35.98 
主要原因是上年度末部分固

定资产进行报废清理所致。 

预收账款 174,014.90 5,967,341.23 -97.08 
主要原因是报告期末预收的

货款同比减少所致。 

应交税费 339,671.36 110,431.36 207.59 
主要原因是报告期末公司应

交印花税增加所致。 

其他应付款 8,462,720.06 5,482,457.96 54.36 

主要原因是报告期末收到的

保证金增加及计提的到期借

款利息暂未支付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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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计负债 2,282,767.02 4,754,039.60 -51.98 
主要原因是上年度末部分预

计负债转回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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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管理费用 3,094,746.35 4,617,576.08 -32.98 

主要原因是上年同期支付了

员工历史工伤补偿款以及报

告期内进一步精简办公经费

所致。 

信用减值损失

（损失以“-”

号填列） 

-136.18 
 

不适用 
主要原因是往来账龄发生变

化及会计科目调整所致。 

资产减值损失

（损失以“－”

号填列） 

 -16,562.23 不适用 
主要原因是往来账龄发生变

化及会计科目调整所致。 

营业外收入 16,564.00   100.00 

主要原因是报告期内收到失

业保障中心发放的稳岗补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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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筹资活动现金

流出小计 
4,132,500.00  100.00 

主要原因是报告期内支付了

到期借款利息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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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与控股股东9500万关联借款的进展情况 

公司与控股股东昆明交投签订的金额为2,100万元及7,400万元的借款合同将分别于2020年9

月及2020年12月到期，根据公司经营状况，经与控股股东协商，拟在借款到期时对该两笔借款予

以展期，利率为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基准利率4.35%（不高于公司向金融机构融资的贷款利率），期

限1年，经双方协商一致的，可以提前归还或展期。 

上述事项已经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及2019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具体详见

公司2020年4月28日及2020年6月30日披露的《关于公司向控股股东借款展期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公告编号：临2020-015）与《2018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公告编号：临2020-026）。截

止报告期末，公司已与控股股东就到期的2,100万元签订了借款展期合同。 

2、公司持有的南京斯威特集团债权转让的进展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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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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大资产重组进展情况 

2019年6月3日，公司召开第九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发行股份购买资

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的预案》等相关议案。公司拟向昆明市交通投资有限责任公司（以

下简称“昆明交投”）、云南鸿实企业管理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其合计持有的云南昆交投供应

链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昆交投供应链”）100%股权，并向昆明交产资本运营有限公司非公

开发行股票募集配套资金总额不超过35,000万元（以下简称“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或“本次交

易”）。本次交易完成后，昆交投供应链将成为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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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召开第九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

审议通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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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意公司

继续推进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并根据重组进度对标的公司的审计、评估基准日进行调整。2020年3

月30日，公司取得昆明市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上海宽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重

大资产相关事宜的批复》（昆国资复〔2020〕121号），同意以2020年3月31日为基准日组织中介

机构开展标的公司审计、评估工作。（详见公司公告，公告编号：临2019-018、临2019-024、临

2019-030、临2019-032、临2019-034、临2019-036、临2019-038、临2020-008、临2020-010、临

2020-018、临2020-025、临2020-028、临2020-029、临2020-036、临2020-038）。 

截至目前，公司正在与相关各方协调、沟通，评估疫情对本次重组项目的影响，对重组进展

过程中涉及的问题进行逐项落实，同时准备与本次重组有关的各项材料，但具体工作的完成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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仍存在不确定性。公司将在相关工作完成后，按要求开展国资核准、审批等相关工作，同时重新

履行董事会及股东大会等审议、审批程序。公司将根据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事项进展情况，按照有

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和要求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公司将继续协调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事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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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准时间均存在较大不确定性。

由于公司股价、标的公司未来业绩不确定性等各种因素的影响，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仍存在被终止

或取消的可能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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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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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月 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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