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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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下列董事外，其他董事亲自出席了审议本次季报的董事会会议 

未亲自出席董事姓名 未亲自出席董事职务 未亲自出席会议原因 被委托人姓名 

周海军 董事 因公出差 林伟 

全奇 独立董事 因公出差 孟向阳 

公司负责人宋波、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朱小雄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朱小雄声明：保证季

度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本公司 2013 年度第三季度报告中的财务报表已经审计并被出具非标准审计报告；中兴财光华会计师

事务所出具了带强调事项段无保留意见，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对相关事项已有详细说明，请投资者注意

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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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主要财务数据及股东变化 

一、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因会计政策变更及会计差错更正等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减

（%） 

总资产（元） 4,318,804.65 18,953,284.73 -77.2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144,385,278.30 -137,533,027.61 -4.98

 本报告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

期增减（%） 
年初至报告期末 

年初至报告期末比上

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元） 1,711,452.00 -77.81 10,165,885.00 -72.4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2,377,223.07 -16.29 -6,852,250.69 -10.3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元） 
-2,377,223.07 -16.29 -6,852,250.69 -10.35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 -- -14,671,494.37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262 -15.93 -0.0756 -10.36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262 -15.93 -0.0756 -10.36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 适用 √ 不适用  

二、报告期末股东总数及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股东总数 7,9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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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昆山市申昌科技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21.95 19,897,057   

景华 境内自然人 2.44 2,213,425   

吴招美 境内自然人 2.22 2,013,484   

李奇志 境内自然人 1.05 95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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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娜 境内自然人 1.04 941,411   

曹一苇 境内自然人 1.00 909,749   

李秀兰 境内自然人 0.87 789,415   

董文敏 境内自然人 0.86 777,509   

欧媛 境内自然人 0.78 706,400   

福建亿力信息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其他 0.72 651,2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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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昆山市申昌科技有限公司 19,897,057 人民币普通股 19,897,057

景华 2,213,425 人民币普通股 2,213,425

吴招美 2,013,484 人民币普通股 2,013,484

李奇志 950,000 人民币普通股 950,000

李娜 941,411 人民币普通股 941,411

曹一苇 909,749 人民币普通股 909,749

李秀兰 789,415 人民币普通股 789,415

董文敏 777,509 人民币普通股 777,509

欧媛 706,400 人民币普通股 706,400

福建亿力信息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651,218 人民币普通股 651,218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

明 

在上述股东中，昆山市申昌科技有限公司与其他股东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也不属于《上

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规定的一致行动人。未知其余股东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存在《上

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规定的一致行动人的情形。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明（如

有） 
无 

公司股东在报告期内是否进行约定购回交易 

□ 是 √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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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重要事项 

一、 报告期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发生重大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项目 

金额（人民币元） 同比增减率（%）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期末 

货币资金 4,137,670.66 18,814,553.03 -78.01

应付账款 1,641,090.99 11,255,170.53 -85.42

应付职工薪酬 135,337.33 502,234.18 -73.05

应付利息 11,914,410.09 9,790,869.12 21.69

项目 本报告期末 上年同期 同比增减率（%） 

营业收入 10,165,885.00 36,949,811.00 -72.49

营业成本 9,905,419.00 36,102,528.00 -72.56

销售商品、提供劳务收到的现金 11,909,339.91 46,719,504.00 -74.51

购买商品、接受劳务支付的现金 21,203,419.77 50,637,884.33 -58.13%

原因说明： 

（1）货币资金减少系报告期内支付上期供应商应付款所致； 

（2）应付账款减少系报告期内支付供应商应付款所致； 

（3）应付职工薪酬减少主要系报告期支付绩效工资所致； 

（4）应付利息增加主要系报告期计提借款利息所致； 

（5）营业收入、营业成本、销售商品\提供劳务收到的现金、购买商品\接受劳务支付的现金等项目减少系报告期内贸

易额下降所致。 

 

二、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公司2012年度财务报告被中磊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出具了带强调事项段的无保留意见的审计

报告，报告中所涉及的事项，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已在2012年年度报告中作了具体说明（详见2013年4月

26日刊登在《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上的《深圳市太光电信股份有限公司2012年年度报告》）。 

公司2013年度第三季度财务报告被中兴财光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出具了带强调事项段的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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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 

就以上审计报告涉及事项的变化及处理情况，董事会现说明如下： 

1、根据公司与昆山龙腾光电有限公司2013年1月10日签订的《日常经营关联交易协议》，公司2013年

度第三季度已向昆山龙腾光电有限公司采购液晶薄膜显示面板人民币990.54万元，开展贸易业务。该事项

已获公司第六届董事会2013年第一次临时会议和2013年度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批准。目前，该项合同

正继续履行之中。 

2、报告期内，公司积极推进公司资产重组工作，以避免上市公司退市风险，最大程度的保护全体股

东，尤其是中小股东的利益。本次资产重组将改善上市公司的财务状况，提高上市公司盈利能力，使上市

公司主营业务突出，获得可持续经营能力。目前，该事项尚需获得商务部和中国证监会的核准，仍存在不

确定性。同时，公司股票已被实行退市风险警示，如果公司2013 年度经审计的净资产继续仍为负值，公

司将面临股票暂停上市的风险。 

3、公司重大资产重组主要情况概述表，如下： 

重要事项概述 披露日期 
临时报告披露网站 

查询索引 

2013年 5月3日，公司刊登重大事项停牌公告，公司股票自2013

年 5 月 6日（开市时起）停牌。 

2013 年 05 月 06 日 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

n）及证券时报 

2013 年 8 月 1 日，公司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

过了公司拟以向神州信息全部股东发行股份方式吸收合并神州

信息的具体方案（此时评估结果尚未经江苏省国资委核准），

公司股票于 8 月 2日复牌。 

2013 年 08 月 02 日 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

n）及证券时报 

2013 年 8 月 26 日，公司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

通过了公司拟以向神州信息全部股东发行股份方式吸收合并神

州信息的调整交易作价后的具体方案。 

2013 年 08 月 27 日 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

n）及证券时报 

2013 年 9 月 11 日，公司召开 2013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

议通过了本次公司拟以向神州信息全部股东发行股份方式吸收

合并神州信息的具体方案。 

2013 年 09 月 12 日 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

n）及证券时报 

 

三、公司或持股 5%以上股东在报告期内发生或以前期间发生但持续到报告期内的承诺事项 

承诺事项 承诺方 承诺内容 承诺时间 承诺期

限 

履行情

况 

股改承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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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购报告书

或权益变动

报告书中所

作承诺 

昆山经济

技术开发

区资产经

营有限公

司 

公司控股股东昆山市申昌科技有限公司的控股股东昆山

经济技术开发区资产经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昆山资产

经营公司”）在权益变动报告书中所作的承诺如下：（1）

关于对上市公司独立性的承诺昆山资产经营公司作出承

诺：保证本公司在业务、人员、资产、机构及财务方面的

独立性,上市公司仍将具有面向市场独立经营的能力,其

在采购、生产、销售、知识产权等方面仍将继续保持独立。

（2）关于避免同业竞争的承诺昆山资产经营公司作出承

诺：①昆山资产经营公司及其所控制的企业、昆山资产经

营公司实际控制人所控制的企业均未从事任何对本公司

构成直接或间接竞争的生产经营业务或活动，并保证将来

亦不从事任何对本公司构成直接或间接竞争的生产经营

业务或活动；②昆山资产经营公司及其实际控制人将对相

关企业产品的生产经营活动进行监督和约束，如果将来昆

山资产经营公司及其所控制的企业、昆山资产经营公司实

际控制人所控制的企业的产品或业务与本公司的产品或

业务出现相同或类似的情况，将采取有利于本公司的措施

解决。（3）关于减少和规范关联交易的承诺昆山资产经营

公司作出承诺：①不利用昆山资产经营公司控制地位及影

响谋求上市公司在业务合作等方面给予昆山资产经营公

司优于市场第三方的权利；②不利用对上市公司控制地位

及影响谋求与上市公司达成交易的优先权利；③如果确属

需要，关联交易将以市场公允价格与上市公司进行交易，

不利用该类交易从事任何损害上市公司利益的行为；④保

证不会以侵占上市公司利益为目的，与上市公司之间开展

显失公平的关联交易。 

2009年11

月 13 日 

无期限 履行中

资产重组时

所作承诺 
- - - - - 

首次公开发

行或再融资

时所作承诺 

- - - - - 

其他对公司

中小股东所

作承诺 

- - - - - 

承诺是否及

时履行 

是 

四、对 2013 年度经营业绩的预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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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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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绩预告情况:亏损 

业绩预告填写数据类型区间数 

 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期末 上年同期 增减变动（%） 

累计净利润的预计数（万元） -1,400.00 -- -950.00 -829.61 下降 -14.51 -- -68.75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54 -- -0.105 -0.092 下降 -14.13 -- -67.39

业绩预告的说明 

公司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末预计亏损的主要原因： 

1、公司经营的贸易业务毛利率较低； 

2、公司计提债务利息及日常运营费用所形成； 

3、公司重大资产重组过程所需费用。 

五、证券投资情况 

证券品种 证券代码 证券简称
最初投资

成本（元） 

期初持股

数量（股）

期初持

股比例

（%）

期末持股

数量（股）

期末持股

比例（%）

期末账面

值（元） 

报告期损

益（元） 

会计核算

科目 
股份来源

合计 0.00 0 -- 0 -- 0.00 0.00 -- -- 

证券投资审批董事会公告披露日期 - 

证券投资审批股东会公告披露日期

（如有) 
- 

持有其他上市公司股权情况的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六、衍生品投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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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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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合计 0 -- -- 0  0 0% 0

衍生品投资资金来源 无 

衍生品投资审批董事会公告披露日期（如

有) 
 

衍生品投资审批股东会公告披露日期（如

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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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报告期内接待调研、沟通、采访等活动登记表 

接待时间 接待地点 接待方式 
接待对象

类型 
接待对象 谈论的主要内容及提供的资料 

2013年 07月 03日 公司办公室 电话沟通 个人 公司投资者 关于公司重组进展情况；无 

2013年 08月 29日 公司办公室 电话沟通 个人 公司投资者 关于公司异动公告的相关情况；无 

2013年 09月 03日 公司办公室 电话沟通 个人 公司投资者 关于公司重组事宜；无 

2013年 09月 05日 公司办公室 电话沟通 个人 公司投资者 关于公司股东大会相关事宜；无 

2013年 09月 11日 公司办公室 电话沟通 个人 公司投资者 关于公司网络投票流程及操作事宜；无

2013年 09月 13日 全景网 其他 其他 

通过网络平台开放

式接受各位股东的

询问 

深圳证监局联合上市公司协会、深圳证

券信息有限公司共同举办“深圳上市公

司投资者关系互动平台启动暨网上集体

接待日”活动。 

 

第四节 财务报表 

一、财务报表 

1、资产负债表 

编制单位：深圳市太光电信股份有限公司 

单位：元 

项目 期末余额 期初余额 

流动资产：   

  货币资金 4,137,670.66 18,814,553.03

  结算备付金 

  拆出资金 

  交易性金融资产 

  应收票据 

  应收账款 

  预付款项 

  应收保费 

  应收分保账款 

  应收分保合同准备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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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应收利息 

  应收股利 

  其他应收款 82,438.00 15,638.00

  买入返售金融资产 

  存货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资产 

  其他流动资产 

流动资产合计 4,220,108.66 18,830,191.03

非流动资产：   

  发放委托贷款及垫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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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投资性房地产 

  固定资产 47,038.99 56,433.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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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1,657.00 66,660.00

  开发支出 

  商誉 

  长期待摊费用 

  递延所得税资产 

  其他非流动资产 

非流动资产合计 98,695.99 123,093.70

资产总计 4,318,804.65 18,953,284.73

流动负债：   

  短期借款 

  向中央银行借款 

  吸收存款及同业存放 

  拆入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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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交易性金融负债 

  应付票据 

  应付账款 1,641,090.99 11,255,170.53

  预收款项 1,009,220.25 993,965.79

  卖出回购金融资产款 

  应付手续费及佣金 

  应付职工薪酬 135,337.33 502,234.18

  应交税费 979,299.56 929,519.60

  应付利息 11,914,410.09 9,790,869.12

  应付股利 

  其他应付款 88,024,724.73 88,014,553.12

  应付分保账款 

  保险合同准备金 

  代理买卖证券款 

  代理承销证券款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 

  其他流动负债 

流动负债合计 103,704,082.95 111,486,312.34

非流动负债：   

  长期借款 

  应付债券 

  长期应付款 45,000,000.00 45,00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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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5,000,000.00 45,000,000.00

负债合计 148,704,082.95 156,486,312.34

所有者权益（或股东权益）：   

  实收资本（或股本） 90,627,680.00 90,627,680.00

  资本公积 54,221,698.82 54,221,698.82

  减：库存股 

  专项储备 

  盈余公积 2,237,046.65 2,237,046.65



深圳市太光电信股份有限公司 2013 年第三季度报告全文 

12 
 

  一般风险准备 

  未分配利润 -291,471,703.77 -284,619,453.08

  外币报表折算差额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合计 -144,385,278.30 -137,533,027.61

  少数股东权益 

所有者权益（或股东权益）合计 -144,385,278.30 -137,533,027.61

负债和所有者权益（或股东权益）总计 4,318,804.65 18,953,284.73

法定代表人：宋波                     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朱小雄                     会计机构负责人：朱小雄 

 

2、本报告期利润表 

编制单位：深圳市太光电信股份有限公司 

单位：元 

项目 本期金额 上期金额 

一、营业总收入 1,711,452.00 7,711,307.00

  其中：营业收入 1,711,452.00 7,711,307.00

二、营业总成本 4,088,675.07 9,755,444.54

  其中：营业成本 1,667,759.00 7,522,783.00

     销售费用 16,094.86

     管理费用 1,713,098.54 1,530,896.09

     财务费用 707,817.53 685,670.59

三、营业利润（亏损以“－”号填列） -2,377,223.07 -2,044,137.54

四、利润总额（亏损总额以“－”号填列） -2,377,223.07 -2,044,137.54

五、净利润（净亏损以“－”号填列） -2,377,223.07 -2,044,137.54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2,377,223.07 -2,044,137.54

六、每股收益： -- -- 

  （一）基本每股收益 -0.0262 -0.0226

  （二）稀释每股收益 -0.0262 -0.0226

八、综合收益总额 -2,377,223.07 -2,044,137.54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综合收益总额 -2,377,223.07 -2,044,137.54

法定代表人：宋波                     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朱小雄                     会计机构负责人：朱小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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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年初到报告期末利润表 

编制单位：深圳市太光电信股份有限公司 

单位：元 

项目 本期金额 上期金额 

一、营业总收入 10,165,885.00 36,949,811.00

  其中：营业收入 10,165,885.00 36,949,811.00

     利息收入 

     已赚保费 

     手续费及佣金收入 

二、营业总成本 17,018,135.69 43,159,601.91

  其中：营业成本 9,905,419.00 36,102,528.00

     利息支出 

     手续费及佣金支出 

     退保金 

     赔付支出净额 

     提取保险合同准备金净额 

     保单红利支出 

     分保费用 

     营业税金及附加 

     销售费用 104,149.74

     管理费用 5,006,326.41 4,818,504.17

     财务费用 2,106,390.28 2,134,420.00

     资产减值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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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中：对联营企业和合营企业的投资收益 

     汇兑收益（损失以“-”号填列） 

三、营业利润（亏损以“－”号填列） -6,852,250.69 -6,209,790.91

  加  ：营业外收入 

  减  ：营业外支出 

     其中：非流动资产处置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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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利润总额（亏损总额以“－”号填列） -6,852,250.69 -6,209,790.91

  减：所得税费用 

五、净利润（净亏损以“－”号填列） -6,852,250.69 -6,209,790.91

  其中：被合并方在合并前实现的净利润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6,852,250.69 -6,209,790.91

  少数股东损益 

六、每股收益： -- -- 

  （一）基本每股收益 -0.0756 -0.0685

  （二）稀释每股收益 -0.0756 -0.0685

七、其他综合收益 

八、综合收益总额 -6,852,250.69 -6,209,790.91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综合收益总额 -6,852,250.69 -6,209,790.91

  归属于少数股东的综合收益总额 

法定代表人：宋波                     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朱小雄                     会计机构负责人：朱小雄 

4、年初到报告期末现金流量表 

编制单位：深圳市太光电信股份有限公司 

单位：元 

项目 本期金额 上期金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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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909,339.91 46,719,504.00

  客户存款和同业存放款项净增加额 

  向中央银行借款净增加额 

  向其他金融机构拆入资金净增加额 

  收到原保险合同保费取得的现金 

  收到再保险业务现金净额 

  保户储金及投资款净增加额 

  处置交易性金融资产净增加额 

  收取利息、手续费及佣金的现金 

  拆入资金净增加额 

  回购业务资金净增加额 

  收到的税费返还 

  收到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117,094.20 52,797.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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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12,026,434.11 46,772,301.59

  购买商品、接受劳务支付的现金 21,203,419.77 50,637,884.33

  客户贷款及垫款净增加额 

  存放中央银行和同业款项净增加额 

  支付原保险合同赔付款项的现金 

  支付利息、手续费及佣金的现金 

  支付保单红利的现金 

  支付给职工以及为职工支付的现金 2,101,335.18 1,647,189.13

  支付的各项税费 241,424.93 161,562.16

  支付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3,151,748.60 3,234,823.98

经营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26,697,928.48 55,681,459.60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4,671,494.37 -8,909,158.01

二、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收回投资收到的现金 

  取得投资收益所收到的现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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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388.00

  投资支付的现金 

  质押贷款净增加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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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388.00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5,38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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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行债券收到的现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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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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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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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676,882.37 -8,909,158.01

  加：期初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余额 18,814,553.03 22,266,122.85

六、期末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余额 4,137,670.66 13,356,964.84

法定代表人：宋波                     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朱小雄                     会计机构负责人：朱小雄 

 

二、审计报告 

第三季度报告是否经过审计 

√ 是 □ 否  

审计意见类型 带强调事项段的无保留意见 

审计报告签署日期 2013 年 10 月 25 日 

审计机构名称 中兴财光华会计师事务所 

审计报告文号 中兴财光华审会字( 2013 )第 4049 号 

注册会计师姓名 杨海龙  李鑫 

第三季度审计报告是否非标准审计报告 

√ 是 □ 否  

审计报告正文 

审计报告 

中兴财光华审会字( 2013 )第 4049 号

深圳市太光电信股份有限公司全体股东： 

我们审计了后附的深圳市太光电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太光电信公司）财务报表，包括 2013 年 9 月 30 日的资产

负债表， 2013 年 1-9 月的利润表、现金流量表和股东权益变动表以及财务报表附注。 

一、管理层对财务报表的责任 

编制和公允列报财务报表是太光电信公司管理层的责任，这种责任包括：（1）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编制财务报表，

并使其实现公允反映；（2）设计、执行和维护必要的内部控制，以使财务报表不存在由于舞弊或错误导致的重大错报。 

二、注册会计师的责任 

我们的责任是在执行审计工作的基础上对财务报表发表审计意见。我们按照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的规定执行了审

计工作。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要求我们遵守职业道德守则，计划和执行审计工作以对财务报表是否不存在重大错报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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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合理保证。 

审计工作涉及实施审计程序，以获取有关财务报表金额和披露的审计证据。选择的审计程序取决于注册会计师的判断，

包括对由于舞弊或错误导致的财务报表重大错报风险的评估。在进行风险评估时，注册会计师考虑与财务报表编制和公允

列报相关的内部控制，以设计恰当的审计程序，但目的并非对内部控制的有效性发表意见。审计工作还包括评价管理层选

用会计政策的恰当性和作出会计估计的合理性，以及评价财务报表的总体列报。 

我们相信，我们获取的审计证据是充分、适当的，为发表审计意见提供了基础。 

三、审计意见 

我们认为，太光电信公司财务报表在所有重大方面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编制，公允反映了太光电信公司 2013 年 9

月 30 日的财务状况以及 2013 年 1-9 月的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 

四、强调事项 

我们提醒财务报表使用者关注，如财务报表附注十一所述，截止 2013 年 9 月 30 日，太光电信公司流动负债总额高于

资产总额 9,938.53 万元，累计亏损 29,147.17 万元，所有者权益为-14,438.53 万元。太光电信公司已在财务报表附注十一

充分披露了拟采取的改善措施，但其持续经营能力仍然存在重大不确定性。本段内容不影响已发表的审计意见。 

 

中兴财光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                                  中国注册会计师：杨海龙 

 

中国·石家庄                                                 中国注册会计师：李  鑫 

 

 

二○一三年十月二十五日 

 

 

 

 

 

深圳市太光电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董事长： 宋波 

                                                          二O一三年十月二十五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