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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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负责人宋林林、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魏东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魏东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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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92,526,176.85 1,507,294,394.91 -0.9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资产 

-863,966,081.19 -775,564,496.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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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净额 

25,561,342.97 23,471,650.12 8.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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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1,518,643.37 416,976,244.01 -46.8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利润 

-87,826,321.76 -36,696,448.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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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7,710,027.00 -37,308,711.88 不适用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

率（%） 

不适用 -63.52 不适用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3478 -0.1453 不适用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3478 -0.1453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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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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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 -17,617.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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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35,816.52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540,017.59  

其他符合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的损益项目 12,440.19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316.39  

所得税影响额 -7,233.22  

合计 -116,294.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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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5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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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东龙脊岛建设有

限公司 
50,479,465 19.99 0 无 0 境内非国有法人 

北京战圣投资有限

公司 
22,765,602 9.02 0 质押 22,765,600 境内非国有法人 

沙翔 11,961,688 4.74 0 未知 11,961,688 境内自然人 

郑州投资控股有限

公司 
11,380,000 4.51 0 无 0 国有法人 

唐荣松 5,381,600 2.13 0 无 0 境内自然人 

刘日杰 4,694,600 1.86 0 无 0 境内自然人 

谭件云 3,042,700 1.20 0 无 0 境内自然人 

陈利珍 3,016,000 1.19 0 无 0 境内自然人 

曹裕波 2,592,368 1.03 0 无 0 境内自然人 

袁丽 2,284,800 0.90 0 无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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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东龙脊岛建设有限公司 50,479,465 人民币普通股 50,479,465 

北京战圣投资有限公司 22,765,602 人民币普通股 22,765,602 

沙翔 11,961,688 人民币普通股 11,961,688 

郑州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11,380,000 人民币普通股 11,380,000 

唐荣松 5,381,600 人民币普通股 5,381,600 

刘日杰 4,694,600 人民币普通股 4,694,600 

谭件云 3,042,700 人民币普通股 3,042,700 

陈利珍 3,016,000 人民币普通股 3,016,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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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裕波 2,592,368 人民币普通股 2,592,368 

袁丽 2,284,800 人民币普通股 2,284,8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

说明 

北京战圣投资有限公司为山东龙脊岛建设有限公司的一致行

动人，公司未知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

人情况。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

数量的说明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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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利润表项目重大变化情况说明                                               单位：元 

项目 本期金额 上期金额 
同比增

减(%) 
变动原因 

营业收入 221,518,643.37 416,976,244.01 -46.87 

受行业及资金影响，公司业务方向进行

调整，带料业务大幅减少，以加工业务

为主，同时受到疫情影响，一二月份开

工不足 

营业成本 224,321,263.20 392,645,719.42 -42.87 同营业收入减少原因 

销售费用 1,303,913.55 8,258,297.89 -84.21 公司对费用进行节控 

管理费用 9,617,591.37 17,790,290.51 -45.94 
人员优化，人工成本减少，同时加强其

他管理费用管控 

研发费用 2,181,455.88 13,154,743.61 -83.42 本季度开发项目减少 

信用减值损

失 
-57,247,340.12 -11,700,504.71 不适用 应收账款计提坏账损失较同期增加 

营业外支出 540,018.08 60,393.88 794.16 部分物料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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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 报告期内超期未履行完毕的承诺事项 

□适用 √不适用  

 



2020 年第一季度报告 

5 /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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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美通讯设备股份有限公

司 

法定代表人 宋林林 

日期 2020年 4月 27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