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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白计算机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三季度报告 
 

§1 重要提示 
 

1.1 本公司董事会及其董事保证本报告所载资料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

负个别及连带责任。 

1.2 本公司第三季度报告中的财务报告未经审计。 

1.3 本公司董事长孙晓明、财务负责人赵宪禄声明：保证本季度报告中财务报告的真实、完整。 

 

§2 公司基本信息 

2.1 公司基本信息 

2.1.1 基本情况简介 

股份简称 长白 5 

证券代码 400002 

股份转让登记系统 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 

注册地址 沈阳市浑南区高勋路 8 号 A 座 101 室 

办公地址 沈阳市和平区三好街 55 号信息产业大厦 16 层 

邮政编码 110003 

电子信箱 cbjsjgfyxgs@163.com 

 

2.1.2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股份简称 长白 5 

股份代码 400002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于笑菲 王革荣 

联系地址 沈阳市和平区三好街 55 号 沈阳市和平区三好街 55 号信息产业大厦 16 层 

联系电话 024-23988629 024-23988629 

传真 024-23988505 024-23988505 

电子信箱 yuxiaofei1114@sina.com wanggerong@sina.com 
 

2.2 财务资料 

2.2.1 主要会计数据及财务指标                                                                     单位：元 

 本报告期末 上年同期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 

同期增减（%） 

总资产 340,581,010.31 344,113,074.50 -1.03 

股东权益（不含少数股东权益） 191,795,160.38 218,289,290.90 -12.14 

每股净资产 3.16 3.60 -12.22 

 年初至报告期末 上年同期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同期增

减（%）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31,555.56 -37,835,645.30 99.39 

每股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0.0038 -0.62 99.39 

 报告期（7-9） 年初至报告期末（1-9）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609,130.47 -1,384,578.55      -1066.50 

每股收益 -0.0101 -0.0228       -1022.22 

净资产收益率 -0.32% -0.72%           - 1500.00 

非经营性损益项目 年初至报告期末金额 

营业外收入  

营业外支出 66,365.00 

合计 -66,36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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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2 报告期末可转让股份股东总数：3160 户。 

前十名可转让股份股东情况： 

股东名称 期末持有可转让股份数量（股） 种类（A、B、H 股或其它） 

陈先红 1252760 其它 

罗永华 1101167 其它 

胡诚志 595800 其它 

周淼生 490000 其它 

陈朝辉 478000 其它 

梁悦 447600 其它 

张金钢 316100 其它 

罗永华 314050 其它 

龚美华 275844 其它 

刘俊华 267670 其它 

注：上述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未知。 

 

§3 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3.1 公司报告期内经营活动总体状况的简要分析 

⑴报告期内行业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经营所涉及的范围未发生变化，经营状况正常。 

⑵报告期内经营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生产稳定，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1,658,191.68 元，营业利润-1,842,642.70 元，归属母公司股东净利润-1,384,578.55 元。 

3.1.1 占主营收入或主营业务利润总额 10%以上的主营行业或产品情况 

□适用√不适用 

3.1.2 公司经营的季节性或周期性特征 

□适用√不适用 

3.1.3 报告期利润构成情况（主营业务利润、其他业务利润、期间费用、投资收益、补贴收入与营业外收支净额在利润总额中所占比例与

前一报告期相比的重大变动及原因说明） 

□适用√不适用 

3.1.4 主营业务及其结构与前一报告期相比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及其原因说明 

□适用√不适用 

3.1.5 主营业务能力（毛利率）与前一报告期相比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及其原因说明 

□适用√不适用 

3.2 重大事项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适用√不适用 

3.3 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合并范围变化以及重大会计差错的情况及原因说明 

□适用√不适用 

3.4 经审计的被出具“非标意见”情况董事会和监事会出具的相关说明 

□适用√不适用 

3.5 预测年初至下一报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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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因说明 

□适用√不适用 

3.6 公司对已披露的年度经营计划或预算的滚动情况 

□适用√不适用 

 

长白计算机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一九年十月三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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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产负债表 

     

编制单位：长白计算机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 9 月 30 日  会企 01 表 单位：元 

资产 
合并数 母公司数 

期末余额 期初余额 期末余额 期初余额 

流动资产:         

货币资金 21,701,128.23  21,932,683.79  233,524.43  256,861.27  

交易性金融资产         

应收票据         

应收账款   502,358.10      

预付款项   40,000.00      

应收利息         

应收股利         

其他应收款 155,019,514.02  156,025,531.43  116,098,724.79  116,848,724.79  

存货 241,689.76  241,689.76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资产         

其他流动资产 619.81  122,192.11    94,564.95  

流动资产合计 176,962,951.82  178,864,455.19  116,332,249.22  117,200,151.01  

非流动资产: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持有至到期投资     

长期应收款     

长期股权投资 147,848,035.19 147,848,035.19 184,363,777.56 184,363,777.56 

投资性房地产 6,584,769.45  6,825,102.39      

固定资产 4,280,794.77  4,836,430.71  3,791.90  3,791.90  

在建工程     

工程物资     

固定资产清理     

生产性生物资产     

油气资产     

无形资产 4,706,396.47 4,792,527.91   

开发支出     

商誉     

长期待摊费用     

递延所得税资产 58,668.97  58,668.97      

其他非流动资产 139,393.64  204,491.24  139,393.64  139,393.64  

非流动资产合计 163,618,058.49  164,565,256.41  184,506,963.10  184,506,963.10  

资产总计 340,581,010.31  343,429,711.60  300,839,212.32  301,707,114.11  

       法定代表人：孙晓明                   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范贵东                   会计机构负责人：赵宪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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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产负债表(续) 

     

编制单位：长白计算机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 9 月 30 日  会企 01 表 单位：元 

负债和股东权益 
合并数 母公司数 

期末余额 期初余额 期末余额 期初余额 

流动负债:         

短期借款 2,218,238.00  2,218,238.00      

交易性金融负债         

应付票据         

应付账款 11,769,043.27  11,769,043.27  5,409,245.89  5,409,245.89  

预收款项        

应付职工薪酬 1,380,397.03  1,380,397.03  246,617.47  246,617.47  

应交税费 -90,063.04    -94,564.95    

应付利息         

应付股利         

其他应付款 109,551,301.04  110,400,931.59  14,745,333.61  14,975,333.61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         

其他流动负债         

流动负债合计 124,828,916.30  125,768,609.89  20,306,632.02  20,631,196.97  

非流动负债:         

长期借款 21,251,553.76  21,251,553.76      

应付债券         

长期应付款         

专项应付款         

预计负债         

递延所得税负债         

其他非流动负债         

非流动负债合计 21,251,553.76  21,251,553.76      

负债合计 146,080,470.06  147,020,163.65  20,306,632.02  20,631,196.97  

股东权益：         

股本 60,599,286.00  60,599,286.00  60,599,286.00  60,599,286.00  

资本公积 96,991,387.61  96,991,387.61  91,684,319.03  91,684,319.03  

减：库存股         

盈余公积 14,638,071.90  14,638,071.90  14,638,071.90  14,638,071.90  

未分配利润 19,566,414.87  20,950,993.42  113,610,903.37  114,154,240.21  

外币报表折算差额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权益合计 191,795,160.38  193,179,738.93  280,532,580.30  281,075,917.14  

少数股东权益 2,705,379.87  3,229,809.02      

股东权益合计 194,500,540.25  196,409,547.95  280,532,580.30  281,075,917.14  

负债和股东权益总计 340,581,010.31  343,429,711.60  300,839,212.32  301,707,114.11  

法定代表人：孙晓明                   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范贵东                   会计机构负责人：赵宪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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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润表 

     

编制单位：长白计算机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 1-9 月  会企 02 表 单位：元 

项目 
合并数 母公司数 

本年金额 上年金额 本年金额 上年金额 

一、营业收入 1,658,191.68  2,844,676.81    

减：营业成本 552,866.34  692,231.94    

营业税金及附加 397,667.84  446,431.66    

销售费用     

管理费用 3,957,749.37  2,240,577.94  544,876.54  759,086.13  

财务费用 -397,965.38  -845,444.01  260.30  -164.11  

资产减值损失 -1,007,683.79  -18,267.00    

加：公允价值变动收益（损失以“－”号填列）     

投资收益（损失以“－”号填列） 1,800.00   1,800.00   

其中：对联营企业和合营企业的投资收益     

二、营业利润（亏损以“－”号填列） -1,842,642.70  329,146.28  -543,336.84  -758,922.02  

加：营业外收入     

减：营业外支出 66,365.00  257,333.49    

其中：非流动资产处置损失     

三、利润总额（亏损总额以“－”号填列） -1,909,007.70  71,812.79  -543,336.84  -758,922.02  

减：所得税费用  532,321.21    

四、净利润（净亏损以“－”号填列） -1,909,007.70  -460,508.42  -543,336.84  -758,922.02  

其中：被合并方在合并前实现的净利润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384,578.55  -531,990.74    

少数股东损益 -524,429.15  71,482.32    

五、每股收益：     

（一）基本每股收益 -0.0228  -0.0088    

（二）稀释每股收益 -0.0228  -0.0088    

  法定代表人：孙晓明                   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范贵东                    会计机构负责人：赵宪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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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金流量表 

编制单位：长白计算机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 1-9 月 单位：元 

项目 
合并数 母公司数 

本年金额 上年金额 本年金额 上年金额 

一、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销售商品、提供劳务收到的现金 923,051.54 3,272,150.60   

收到的税费返还     

收到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2,858,631.03 98,642,489.64 847,613.41 57,577,595.83 

经营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3,781,682.57 101,914,640.24 847,613.41 57,577,595.83 

购买商品、接受劳务支付的现金 108,238.18 608,954.91   

支付给职工以及为职工支付的现金 657,378.07 1,010,286.76 252,126.46 269,113.77 

支付的各项税费 792,589.08 1,106,209.59 38,631.64 89,007.89 

支付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2,455,032.80 137,024,834.28 580,192.15 57,320,291.73 

经营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4,013,238.13 139,750,285.54 870,950.25 57,678,413.39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31,555.56 -37,835,645.30 -23,336.84 -100,817.56 

二、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收回投资收到的现金     

取得投资收益收到的现金     

处置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收回的现金净额     

处置子公司及其他营业单位收到的现金净额     

收到其他与投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投资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购建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支付的现金     

投资支付的现金     

取得子公司及其他营业单位支付的现金净额     

支付其他与投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投资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三、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吸收投资收到的现金     

其中：子公司吸收少数股东投资收到的现金     

取得借款收到的现金     

收到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筹资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偿还债务支付的现金     

分配股利、利润或偿付利息支付的现金     

其中：子公司支付给少数股东的股利、利润     

支付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筹资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四、汇率变动对现金及现金等价物的影响     

五、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 -231,555.56 -37,835,645.30 -23,336.84 -100,817.56 

加：年初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余额 21,932,683.79 68,193,753.03 256,861.27 466,474.14 

六、年末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余额 21,701,128.23 30,358,107.73 233,524.43 365,656.58 

法定代表人：孙晓明                   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范贵东                    会计机构负责人：赵宪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