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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长城开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第一季度报告正文 

第一节 重要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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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次季报的董事会会议。 

公司负责人周剑、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莫尚云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

人员)彭秧声明：保证季度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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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公司基本情况 

一、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追溯调整或重述原因（注 2）
 

会计政策变更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

期增减 

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后 

营业收入（元） 3,322,746,606.73 3,640,928,607.51 3,640,928,607.51 -8.7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81,362,323.58 103,833,784.57  104,638,093.40  -22.2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的净利润（元） 
    105,728,475.01 3,334,738.85 3,334,738.85 3070.52%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注 1）

 239,574,840.20 -17,441,916.56 -17,441,916.56 -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553 0.0706  0.0711  -22.22%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553 0.0706  0.0711  -22.22%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17% 1.64% 1.65% -0.48%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

度末增减 

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后 

总资产（元） 18,766,024,248.65 18,453,360,448.50 18,453,360,448.50 1.6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6,960,365,342.11 6,922,647,909.39 6,922,647,909.39 0.54% 

注 1：公司上年同期（2019 年 1-3 月）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为-17,441,916.56 元，本报告期（2020

年 1-3 月）为 239,574,840.20 元，比上年同期增加 257,016,756.76 元。 

注 2：因执行投资性房地产会计政策变更而导致追溯调整情况说明详见本报告第三节、重要事项之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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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项目 年初至报告期期末金额 说明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包括已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冲销部分） 1,205,513.43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与企业业务密切相关，按照国家统一标准定额或定量享

受的政府补助除外） 
15,449,451.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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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868,945.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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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1,568,558.19  

减：所得税影响额 -5,222,595.13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2,806,207.44  

合计 -24,366,151.43 -- 

对公司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 1 号——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界定

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以及把《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 1 号——非经常

性损益》中列举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的项目，应说明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将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 1 号——非经常性损

益》定义、列举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的项目的情形。 

二、报告期末股东总数及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1、普通股股东总数和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数量及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123,176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

股东总数（如有） 
0 

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

条件的股份

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中国电子信息产业集团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43.51% 640,127,851  质押 198,620,100 

博旭（香港）有限公司 境外法人 7.25% 106,649,3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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翁仁源 境内自然人 2.43% 35,680,000    

柴长茂 境内自然人 1.04% 15,302,618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境外法人 0.68% 9,998,683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信达澳银

新能源产业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0.52% 7,608,146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证 500

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0.37% 5,384,270    

安健 境内自然人 0.30% 4,368,044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国有法人 0.27% 3,993,100    

基本养老保险基金一二零二组合 其他 0.26% 3,883,050    

前 10 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股份数量 
股份种类 

股份种类 数量 

中国电子信息产业集团有限公司 640,127,851 人民币普通股  

博旭（香港）有限公司 106,649,381 人民币普通股  

翁仁源 35,680,000 人民币普通股  

柴长茂 15,302,618 人民币普通股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9,998,683 人民币普通股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信达澳银新能源产业

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7,608,146 人民币普通股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证 500 交易型开放

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5,384,270 人民币普通股  

安健 4,368,044 人民币普通股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3,993,100 人民币普通股  

基本养老保险基金一二零二组合 3,883,050 人民币普通股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公司第一、第二大股东与上述其他股东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也不属

于一致行动人，上述其他股东之间未知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属于一致

行动人。 

前 10 名股东参与融资融券业务情况说明（如有） 

股东翁仁源通过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

有公司股票 35,680,000 股；股东柴长茂通过西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

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票 15,302,618 股。 

公司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前 10 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在报告期内是否进行约定购回交易 

□ 是 √ 否  

公司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前 10 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在报告期内未进行约定购回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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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2019年11月，中国电子以其持有的部分本公司A股股票为标的，申请发行中国电子2019年

非公开发行可交换公司债，因非公开发行本次可交换公司债券需要，中国电子将其所持有的

本公司无限售流通股198,620,100股（占本公司总股本的13.50%）质押给平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用于本次可交换债券持有人交换本公司股票和对本次债券的本息偿付提供担保。具体内容详

见公司于2019年12月27日发布了《关于控股股东非公开发行可交换公司债券发行完成及股份质

押的公告》（公告编码：2019-058）。截至2020年3月31日，中国电子持有本公司股份 640,127,851

股，占本公司总股本的43.51%。 

2、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 10 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 适用 √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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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重要事项 

一、报告期主要财务数据、财务指标发生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1、 衍生金融资产比上年末增长 68.73%，主要是境内子公司深科技东莞、深科技苏州等期

末尚未到期的金融衍生品的公允价值较上年末有所增加； 

2、 预付款项比上年末降低 39.15%，主要是本期末预付供应商物料采购款较上年末有所减

少所致； 

3、 其他应收款比上年末增加 1.41 亿元，主要是应收代垫款项增加所致； 

4、 递延所得税资产比上年末增加 0.28 亿元，主要是本期末子公司深科技香港尚未到期的

金融衍生品的公允价值较上年末有所减少，因公允价值变动产生的递延所得税资产也相应增

加； 

5、 衍生金融负债比上年末增加 1.75 亿元，主要是汇率变动所致深科技香港尚未到期的金

融衍生品的公允价值较上年末有所减少； 

6、 预收款项比上年末增加 0.56 亿元，主要是本期末预收客户的款项较上年末增加； 

7、 财务费用的收益较上年同期减少 0.25 亿元，主要是本期金融衍生品到期交割的利润较

上年同期有所减少； 

8、 其他收益较上年同期有所增长，主要是本期收到的政府补助较上年同期增加； 

9、 投资收益较上年同期有所减少，主要是对联营企业确认的投资收益有所减少； 

10、 公允价值变动收益较上年同期减少 0.95 亿元，主要是本期内交割的金融衍生品实现

了较大的利润及汇率变动的影响； 

11、 收到的税费返还较上年同期增长 67.60%，主要是本期内收到的退税款较去年同期增

加； 

12、 购买商品接受劳务支付的现金较上年同期降低 34.48%，主要是本期内支付供应商的

货款较上年同期减少；  

13、 购建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支付的现金较上年同期增长 103.15%，主要

是本期内公司在建工程投入增加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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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取得借款收到的现金、偿还债务支付的现金分别较上年同期增长 109.09%、117.21%，

主要是本期内公司向银行的借款及偿还到期的银行借款均较去年同期有所增加； 

15、 收到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的现金、支付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的现金分别比上年同期

增加 7.65 亿元、7.92 亿元，主要是本期内信用证到期保证金解活收到的现金、开立信用证的

保证金分别较上年同期增加。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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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期内正在进行的重大的非股权投资情况                          

单位：万元 

项目
名称 

投资
方式 

是否为
固定资
产投资 

投资 

项目 

涉及 

行业 

本报告期
投入金额 

截至 

报告期末 

累计实际 

投入金额 

资
金
来
源 

项目 

进度 

预
计
收
益 

截止 

报告期
末累计
实现 

的收益 

未达到
计划进
度和预
计收益
的原因 

披露 

日期 

披露 

索引 

深科

技城 
自建 是 其他 6,108.21 82,629.28 

自

筹 

地下部

分结构

工程完

成百分

之四十。 

不 

适 

用 

-- -- 

2017 年
09月02
日 

2017-05
4 号公
告 

合计 -- -- -- 6,108.21 82,629.28 -- --  -- -- -- -- 

根据深圳市政府有关部门批准，公司彩田工业园城市更新单元项目（简称“深科技城”）拆

除用地面积57,977.50平方米，开发建设用地面积43,828.40平方米，计容积率建筑面积为262,970

平方米，其中产业研发用房195,280平方米（含创新型产业用房9,770平方米），产业配套用房

62,050平方米（含配套商业21,000平方米、配套宿舍41,050平方米），公共配套设施5,640平方米。

另外，允许在地下开发16,000平方米商业用房。 

公司彩田工业园城市更新单元项目采用“拆除重建”的更新方式分两期投资建设，深科技城

一期拆除用地面积33,800.25㎡，计容建筑面积173,580㎡，总投资额约32.36亿元人民币（含税），

该事项已经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和2017年度（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具体内容请参阅2017年9月2日、2017年9月20日的《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

上的相关公告。截至目前，该项目仍在进行中。 

 

2、对外投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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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关于与关联方等共同投资设立中电鹏程事宜 

为打造智能制造平台，实现新业态的转型升级，2020年2月17日，经公司第九届董事会审

议批准，同意公司与关联方中电工业互联网有限公司（简称“中电互联”）及第三方有限合伙企

业共同出资设立中电鹏程智能装备有限公司（简称 “中电鹏程”），该公司注册资本8,000万元

人民币，其中，本公司出资2,800万元，持有35%股权；中电互联出资4,000万元，持有50%股权；

有限合伙企业合计出资1,200万元，持有15%股权，该公司主要聚焦智能制造装备及智能制造

系统解决方案，已于2020年3月27日完成工商注册登记手续。 

（2） 深科技沛顿独资设立合肥子公司 

根据公司战略发展及产业布局需要，为进一步打造存储芯片完整产业链，全面提升公司

核心竞争力，2020年3月16日，经公司第九届董事会审议批准，同意公司全资子公司沛顿科技

在合肥设立全资子公司，首期注册资本500万元人民币，已于2020年4月18日完成工商注册登记

手续。 

3、报告期内获得银行综合授信额度情况 

（1） 2020年1月24日，本公司以信用方式获得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等值5亿元

人民币综合授信额度，期限1年。 

（2） 2020年2月27日，本公司与中国进出口银行深圳分行签署《借款合同（出口卖方信贷）》，

以信用方式获得等值2亿元人民币资金借款额度，有效期自2020年2月27日至2021年2月27日。 

（3） 2020年2月29日，本公司控股子公司深科技成都以本公司提供连带责任担保方式获得

中国银行成都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支行等值3亿元人民币综合授信额度，有效期自2020年2月

29日至2020年3月31日。该授信到期后已重新签订等值3亿元人民币综合授信额度合同，有效期

自2020年3月31日至2020年7月31日。 

（4） 2020年3月11日，本公司以信用方式获得渣打银行（中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等值2,000

万美元综合授信额度，期限1年。 

（5） 2020年3月19日，本公司全资子公司深科技东莞以本公司提供连带责任担保方式获得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布吉支行等值10亿元人民币授信额度，有效期自2020年3月19

日至2020年9月12日。 

（6） 2020年03月19日，本公司全资子公司深科技苏州以信用方式获得中国建设银行苏州

工业园区支行等值4亿元人民币综合授信额度，有效期自2020年03月19日至2022年03月19日。 

（7） 2020年3月23日，本公司以信用方式获得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布吉支行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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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16亿元人民币综合授信额度，有效期自2020年3月13日至2020年9月12日。 

（8） 2020年03月23日，本公司全资子公司深科技苏州以信用方式获得中国工商银行苏州

工业园区支行等值2亿元人民币综合授信额度，有效期自2020年03月23日至2020年10月31日。 

（9） 2020年3月23日，本公司全资子公司沛顿科技以信用方式获得中国农业银行中心区支

行等值3亿人民币综合授信额度，有效期自2020年03月23日至2020年9月13日。 

（10） 2020年3月26日，本公司全资子公司深科技桂林以本公司提供连带责任担保方式获

得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桂林分行等值2亿元人民币综合授信额度，有效期自2020年3月

26日至2020年12月09日。 

4、 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的原因说明 

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第九届监事会第二次会议于2020年4月14日分别审议通过

了《关于投资性房地产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公司自2019年1月1日起对投资性房地产的后

续计量模式进行会计政策变更，由成本计量模式变更为公允价值计量模式。根据《企业会计

准则第3号—投资性房地产》、《企业会计准则第28号—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变更和差错更正》

的相关规定，公司需对可比期间相关数据进行追溯调整，具体影响如下： 

单位：元 

序号 报表项目 

合并利润表 

2019 年 1-3 月调整前 重新计量调整金额 2019 年 1-3 月调整后 

1 二、营业总成本（注） 3,533,134,089.99 -634,902.24 3,532,499,187.75  

2 其中：营业成本 3,423,425,888.43 -804,308.83 3,422,621,579.60  

3 三、营业利润 139,284,512.86 804,308.83 140,088,821.69  

4 四、利润总额 139,097,000.48 804,308.83 139,901,309.31  

5 五、净利润 112,240,782.87 804,308.83 113,045,091.70  

注：营业总成本重新计量调整金额包含报表列示影响-169,406.59元，主要是执行《关于修订印发合并财

务报表格式（2019版）的通知》(财会〔2019〕16号)所致。 

5、 关于与集团财务公司开展全面金融合作情况 

（1）存、贷款情况 

截止2020年3月31日，公司在中电财务办理存款余额为901,970,288.74元，贷款余额为

250,000,000.00元，详见下表： 

深科技2020年1-3月通过中国电子财务有限责任公司存款、贷款等金融业务汇总表 

                                                                 单位：人民币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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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名称 
行 

次 
期初余额 本期增加 本期减少 期末余额 

收取或支付

利息/手续费 

一、存放于中国电子财

务有限责任公司存款 
1  513,318,991.59   424,210,030.29   35,558,733.14   901,970,288.74   7,175.14  

二、向中国电子财务有

限责任公司贷款 
2  1,749,000,000.00   2,923,000,000.00   4,422,000,000.00   250,000,000.00   14,968,733.14  

    1.短期借款   1,749,000,000.00   2,923,000,000.00   4,422,000,000.00   250,000,000.00   14,968,733.14  

    2.长期借款       

2017年12月20日，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同意公司与中电财务就调整存贷款额度

及延长协议期限事宜重新签订《全面金融合作协议》，该事项获得2018年1月9日召开的公司

2018年度（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批准，具体内容详见2017年12月21日、2018年1月10日

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上刊登的2017-076号、2018-002号公告。 

（2）立信会计师事务所关于在中国电子财务有限责任公司存款的风险评估报告 

立信会计师事务所对中国电子财务有限责任公司截止2020年3月31日与财务报表相关资

金、信贷、中间业务、投资、稽核、信息管理风险控制体系制定及实施情况进行了审核，并

出具了信会师报字〔2020〕第ZG30167号《关于中国电子财务有限责任公司风险评估报告》，

认为：中国电子财务有限责任公司严格按银监会《企业集团财务管理办法》（中国银监会令

〔2004〕第5号）规定经营，经营业绩良好，根据我们对风险管理的了解和评价，我们未发现

中国电子财务有限责任公司截止2020年3月31日与财务报表相关资金、信贷、中间业务、投资、

稽核、信息管理风险控制体系存在重大缺陷。 

6、关于实际控制人暨控股股东权益变动情况 

公司于 2018 年 3 月 29 日收到公司控股股东中国电子通知，为推进集团公司重组整合，

中国电子与其全资子公司中国电子有限公司签署《关于深圳长城开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之股

份划转协议》，拟将所持有的本公司 654,839,851 股股份（占公司总股本 44.51%）无偿划转至

其全资子公司中国电子有限公司。本次股份划转后，中国电子有限将直接持有公司 654,839,851

股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 44.51%，成为公司控股股东；中国电子集团将不再直接持有公司股

份，通过中国电子有限间接持有本公司相应权益，为公司实际控制人；公司最终控制人仍为

国务院国资委。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18 年 3 月 30 日披露的《关于股东权益变动的提示性

公告》（公告编号：2018-012），目前该事项仍在办理中。 

重要事项概述 披露日期 临时报告披露网站查询索引 

关于 2020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公告 2020 年 03 月 20 日 巨潮资讯网 公告编号：2020-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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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全资子公司签署战略合作框架协议的公告 2020 年 04 月 03 日 巨潮资讯网 公告编号：2020-009 

关于投资性房地产会计政策变更的公告 2020 年 04 月 15 日 巨潮资讯网 公告编号：2020-013 

关于为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的公告 2020 年 04 月 24 日 巨潮资讯网 公告编号：2020-017 

关于开展应收账款保理业务的公告 2020 年 04 月 24 日 巨潮资讯网 公告编号：2020-018 

股份回购的实施进展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采用集中竞价方式减持回购股份的实施进展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三、公司实际控制人、股东、关联方、收购人以及公司等承诺相关方在报告期内超期未履行

完毕的承诺事项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公司实际控制人、股东、关联方、收购人以及公司等承诺相关方在报告期

内超期未履行完毕的承诺事项。 

四、对 2020 年 1-6 月经营业绩的预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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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幅度变动的

警示及原因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五、证券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证券投资。 

 

 

 

 

六、 持有其他上市公司股权情况 

证券 证券 初始投 期初 期初持 期末 期末持 期末 报告期 报告期所有 会计 股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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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码 简称 资金额 持股数量 

(万股) 

股比例 持股数量 

(万股) 

股比例 账面值 损益 者权益变动 核算 

科目 

来源 

00877 
(H 股) 

昂纳

科技

集团 

9,724.94  17,112.12  20.70% 17,112.12  20.54% 44,210.05 -209.29 660.92 
长期股

权投资 

发起

人股

份 

002855 
捷荣

技术 
1,843.42  1,006.00  4.00% 1,003.90  3.99% 11,206.84 0.00 -1,715.16 

其他权

益工具

投资 

长期

股权

投资 

合计 11,568.36 - - -  -  55,416.89 -209.29 -1,054.24 - -  

说明： 

（1） 报告期内，公司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竞价交易系统减持捷荣技术股份2.10万股，取

得其他综合收益约23.48万元，截至报告期末公司持股比例3.99%。 

（2） 昂纳科技集团为本公司全资子公司深科技香港的参股公司，报告期内向特定对象

发行股份6,171,000股，致使昂纳科技集团总股本从826,860,240股变更至833,031,240股。截至报

告期末，深科技香港持股比例为20.54%。 

七、委托理财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委托理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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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衍生品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万元 

衍生品投资操作方名称 
关联
关系 

是否
关联
交易 

衍生品 

投资类型 

衍生品投资 

初始投资金额 
起始日期 终止日期 

期初 

投资金额 

报告期内 

购入金额 

报告期内 

售出金额 

计提减值
准备金额
（如有） 

期末 

投资金额 

期末投资金额
占公司报告期
末净资产比例 

报告期实际
损益金额 

法国巴黎银行、星展银行、
汇丰银行、兴业银行、中信
银行、浙商银行、工行、中
行、招行、杭州银行、农行、
民生银行、交行、宁波银行 

无 否 远期结售汇  382,613.03  2018.1.3 2022.3.26  687,178.79   382,613.03   264,996.47   -     804,795.35  115.45%   3,177.55   

汇丰银行香港支行 无 否 利率互换  12,557.09  2019.3.4 2021.3.31  107,670.80   12,557.09   35,081.43   -     85,146.46  12.21%  -    

合计 395,170.12   794,849.59    395,170.12   300,077.90   - 889,941.81   127.66% 3,177.55  

衍生品投资资金来源 自有资金 

涉诉情况（如适用） 无 

衍生品投资审批董事会公告披露日期（如有) 2019 年 11 月 15 日 

衍生品投资审批股东会公告披露日期（如有) 2019 年 12 月 13 日 

报告期衍生品持仓的风险分析及控制措施说明（包

括但不限于市场风险、流动性风险、信用风险、操

作风险、法律风险等） 

1、 公司在做每一笔 NDF 组合业务时，到期收益是既定的，不存在不可预知的敞口及风险。公司开展的 NDF 组合业务的主要风险为人民币质押

存款（一般为一年期）的银行倒闭，导致存款本金和利息的损失。公司都是选择大型银行合作开展 NDF 组合业务，这类银行经营稳健、资

信良好，发生倒闭的概率极小，基本上可以不考虑由于其倒闭可能给公司带来的损失。 

2、 远期结汇业务（DF 业务）是以约定的价格卖出美元，结成人民币。远期结汇业务（DF 业务）下，如果人民币贬值，合约将可能受到损失。 

3、 利率互换是在对未来利率预期的基础上，交易双方签订一个合约，规定在一定时间内，双方定期交换，以一个名义本金作基础，按不同形

式利率计算出利息。利率互换已锁定公司信用证贴现美元的借款利率，收益固定，市场利率的波动不会对公司产生任何风险。 

已投资衍生品报告期内市场价格或产品公允价值变

动的情况，对衍生品公允价值的分析应披露具体使

用的方法及相关假设与参数的设定 

1、 公司开展的远期结售汇业务在报告期内的公允价值变动为减少了 7,364.44 万元； 

2、 对衍生品的公允价值的计算依据来源于银行提供的期末时点的公允价值。 

报告期公司衍生品的会计政策及会计核算具体原则

与上一报告期相比是否发生重大变化的说明 
截止报告日，公司开展的远期外汇交易业务，其会计核算原则依据为《企业会计准则》。 

独立董事对公司衍生品投资及风险控制情况的专项

意见 

鉴于公司每年有大量的原材料进口及成品出口业务，需要对外支付和收取美元，为了规避汇率波动风险以及外币贷款利率波动风险，公司

通过利用合理的金融工具降低汇兑损失、锁定交易成本，有利于降低风险，提高公司竞争力。 

公司已为操作衍生品业务进行了严格的内部评估，建立了相应的监管机制，配备了专职财务人员，签约机构经营稳健、资信良好。我们认

为：公司开展的衍生品业务主要为锁定汇率、利率，规避汇率、利率波动风险，符合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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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报告期内接待调研、沟通、采访等活动登记表 

√ 适用 □ 不适用  

接待时间 接待方式 接待对象类型 调研的基本情况索引 

2020 年 01 月 10 日 实地调研 机构 深科技 2020 年 01 月 10 日投资者关系活动记录表 

2020 年 01 月 21 日 实地调研 机构 深科技 2020 年 01 月 21 日投资者关系活动记录表 

2020 年 1-3 月 电话沟通 个人 谈论主要内容：公司战略发展、经营及行业情况。 

2020 年 1-3 月 书面问询 其他 深交所互动易投资者问题 

十、违规对外担保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违规对外担保情况。 

十一、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对上市公司的非经营性占用资金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对上市公司的非经营性占用资金。 

 

 

 

 

                        深圳长城开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零二零年四月三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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