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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声明

本公司董事会已批准本股份报价转让说明书，全体董事承诺其中不存在任何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
的法律责任。

主管部门对本公司此次股份挂牌报价转让的批准均不表明其对股份的价值或投
资者收益作出实质性判断或保证。任何与之相反的说明均属虚假不实陈述。

投资者若存有任何疑问，应咨询自己的证券经纪人、律师、专业会计师或其他
专业顾问。

主办报价券商已对公司及本说明书进行了核查，确认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二、特别风险提示

本公司特别提醒投资者注意下列风险：

（一）、由于科研成果产业化进程较慢和市场开发不足、客户相对分散、市场竞
争加剧等因素面临的市场风险；

（二）、由于产品升级换代及现有产品被淘汰、新产品开发、试制、规模化、市
场化及技术不成熟、核心技术人员流失、知识产权被侵犯和技术失密等因素面临的
技术风险；

（三）、由于竞争加剧净资产收益率下降、偿还债务及债务结构不合理、资产流
－ ２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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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性较低、应收账款较为集中、内部控制不完善等因素面临的财务风险；

（四）、由于公司 ２００３ 年、２００４ 年关联交易比例高所面临的业务独立风险；

（五）、由于尚未取得土地使用权属证明所面临的资产完整性风险。

三、北京市政府批准公司进行股份报价转让试点的情况

根据《中关村科技园区非上市股份有限公司申请股份报价转让试点资格确认办
法》的规定和本公司 ２００５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本公司向中关村科技园区管
委会递交了公司股份进入代办股份转让系统报价转让的申请。中关村科技园区管委
会以中科园函［２００６］３ 号文，下达了《关于同意北京时代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申请进入
证券公司代办股份转让系统进行股份报价转让试点的函》
，确认公司具备股份报价转
让试点企业资格。

四、２００６ 年 ２ 月 ２２ 日，主办报价券商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出具了《关于
北京时代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份进入代办股份转让系统报价转让的推荐报告》，并
向中国证券业协会报送备案文件。

２００６ 年 ３ 月 １４ 日，中国证券业协会出具了《关于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报
送的推荐北京时代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挂牌报价文件的备案确认函 》（中证协函
［２００６］５２ 号）。

五、股份代码：４３０００３
股份简称：北京时代
开始挂牌报价日期：２００６ 年 ３ 月 ３１ 日

六、公司股本总额为 ３１，８６４，８７７ 股。本次进入代办股份转让系统报价转让的股
份数量为 ９，４００，１３７ 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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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公司法》第一百四十二条：“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在任职期
间每年转让的股份不得超过其所持有本公司股份总数的百分之二十五”及《证券公
司代办股份转让系统中关村科技园区非上市股份有限公司股份报价转让试点办法》
第十九条：“园区公司股东挂牌前所持股份，分三批进入代办系统挂牌报价转让，
每批进入的数量均为三分之一”的规定，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所持公司
股份，本次可转让其所持股份的四分之一，其他股东可转让其所持股份的三分之一。
具体情况详见下表：

股东名称

是否董事、监事

股份是否

本次可转让股

及高管持股

冻结、质押

份数量（股）

１５，１６７，６８１

否

否

５，０５５，８９３

持股数量（股）

１

北京时代新纪元技术有限公司

２

彭伟民

７，５８３，８４１

是

否

１，８９５，９６０

３

王小兰

７，０７４，００３

是

否

１，７６８，５００

４

联想集团控股公司

５０９，８３８

否

否

１６９，９４６

５

四通集团公司

５０９，８３８

否

否

１６９，９４６

６

清华紫光股份有限公司

５０９，８３８

否

否

１６９，９４６

７

中国大恒（集团）有限公司

５０９，８３８

否

否

１６９，９４６

合

计

３１，８６４，８７７

９，４００，１３７

七、公司基本情况

（一）基本情况

中文名称：北京时代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英文名称：Ｂｅｉｊｉｎｇ

Ｔｉｍｅ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ｉｅｓ

Ｃｏ．， Ｌｔｄ．

法定代表人：彭伟民
设立日期：２００１ 年 ２ 月 １８ 日
注册资本：３１８６．４８７７ 万元人民币
住

所：北京市海淀区上地信息产业基地开拓路 １７ 号

电

话：０１０－６２９８２２９９

电子邮箱：ｆｕｎｄｓ＠ｔｉｍｅｇｒｏｕｐ．ｃｏｍ．ｃｎ
董事会秘书：皮检君
信息披露负责人：皮检君
－ 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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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

话：０１０－６２９７７５２８

传

真：０１０－６２９６７３４０

（二）公司历史沿革

２０００ 年 ３ 月 ２ 日，经北京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批准，由时代集团公司和北京时代
之光新技术有限责任公司（筹）职工持股会发起设立的北京时代之光新技术有限责
任公司成立，注册资本 ２９５０ 万元。其中，时代集团公司以实物及房产投资 １５００ 万
元，北京时代之光新技术有限责任公司（筹）职工持股会以现金形式出资 １４５０ 万元。

２０００ 年 ７ 月 ２４ 日，北京时代之光新技术有限责任公司职工持股会会员代表大会
决议，将其所持有的股份全部转让给彭伟民和王小兰两位自然人持有，转让的金额
合计为职工持股会的出资总额 １４５０ 万元。转让后，北京时代之光新技术有限责任公
司职工持股会解散注销。

同时，经北京时代之光新技术有限责任公司第一届股东大会决议通过：对公司
原注册资本 ２９５０ 万元增资扩股至 ３１５０ 万元。联想集团控股公司、四通集团公司、
清华紫光股份有限公司和中国大恒（集团）有限公司各以 ５０ 万元货币形式出资认缴
新增资本 ２００ 万元，成为公司新股东。

自此公司股东由时代集团公司、北京时代之光新技术有限责任公司职工持股会
两家变更为以下七家：时代集团公司、彭伟民、王小兰、联想集团控股公司、四通
集团公司、清华紫光股份有限公司和中国大恒（集团）有限公司。

２０００ 年 ９ 月 ２８ 日，北京时代之光新技术有限责任公司第二届股东会决议，将北
京时代之光新技术有限责任公司变更为北京时代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兴华会计
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出具（2000）京会兴字第 230 号审计报告确认公司净资产为
人民币 31,864,877.30 元，按 1:1 的比例折算为改制后的公司股本。

２００１ 年 ２ 月 １８ 日，北京时代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正式成立。公司注册资本为
－ 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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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１８６．４８７７ 万元人民币。发起人认购的股份数、认股方式及股份占比列表如下：

北京时代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发起人认股情况一览
发起人名称
１

时代集团公司

２

认购方式

认购股份 （股）

股份占比 （％）

原公司权益所对应的净资产

１５，１６７，６８１

４７．６０

彭伟民

同上

７，５８３，８４１

２３．８０

３

王小兰

同上

７，０７４，００３

２２．２０

４

联想集团控股公司

同上

５０９，８３８

１．６０

５

四通集团公司

同上

５０９，８３８

１．６０

６

清华紫光股份有限公司

同上

５０９，８３８

１．６０

７

中国大恒（集团）有限公司

同上

５０９，８３８

１．６０

３１，８６４，８７７

１００．００

合计

２００５ 年 ７ 月 ８ 日，时代集团公司将其持有的 １５，１６７，６８１ 股公司股份转让给北京
时代新纪元技术有限公司。转让完成后，时代集团公司不再持有公司股份，北京时
代新纪元技术有限公司持有公司股份 １５，１６７，６８１ 股，为公司第一大股东。股东变更
后公司持股情况如下：

北京时代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东情况一览
股东名称
１

北京时代新纪元技术有限公司

２

持股数量 （股）

股份占比 （％）

１５，１６７，６８１

４７．６０

彭伟民

７，５８３，８４１

２３．８０

３

王小兰

７，０７４，００３

２２．２０

４

联想集团控股公司

５０９，８３８

１．６０

５

四通集团公司

５０９，８３８

１．６０

６

清华紫光股份有限公司

５０９，８３８

１．６０

７

中国大恒（集团）有限公司

５０９，８３８

１．６０

３１，８６４，８７７

１００．００

合计

（三）北京时代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于 ２００４ 年 ３ 月 ２２ 日获得由北京市科学技术
委员会颁发的高新技术企业批准证书，文号为京科高字 ０４１１００８Ａ０１２５６ 号。

（四）主要股东及其出资情况

１、持有公司股份 ５％以上的股东为：北京时代新纪元技术有限公司、彭伟民、王
小兰，持股比例分别为：４７．６０％、２３．８０％、２２．３０％；彭伟民、王小兰分别持有北京
－ 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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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代新纪元技术有限公司的股份 ４１．５７％、３４．９０％。

２、北京时代新纪元技术有限公司成立于 ２００２ 年 ３ 月 １５ 日，注册资本 １２７５ 万
元，法定代表人彭伟民。住所：北京市海淀区上地西路 ２８ 号三层 Ａ 区。经营范围为：
生产 ＩＣ 卡读写机、税控收款机等。股东由彭伟民、王小兰等 １２ 名自然人组成。出
资 ５％及以上的公司股东情况：

序号
１
２

名

称

彭伟民
王小兰

出资额（万元）

出资方式

比例（％）

５３０
４４５

货币
货币

４１．５７
３４．９０

２００５ 年 ７ 月 ８ 日北京时代新纪元技术有限公司受让时代集团公司持有的公司股
份 １５，１６７，６８１ 股，占公司股份总额 ４７．６０％，成为公司第一大股东。

３、彭伟民，５９ 岁，男，中国国籍。硕士学历，高级工程师。曾就职于河北省新
河县化工厂、河北省新河县糖厂、河北工学院。历任时代集团公司董事长、北京时
代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曾获 ２０００ 年紫荆花杯杰出企业家成就奖、北京市第十
五届企业管理现代化创新成果一等奖、民营科技企业创业二十周年创业英才、开拓
奖、北京优秀创业企业家、北京市第五届“科技之光”优秀企业家、首都劳动奖章、
全国机械工业优秀企业家、中关村科技园区优秀企业家、优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
业建设者。现为本公司董事长。现持有公司股份 ７，５８３，８４１ 股，为公司第二大股东，
股份来源参见公司“历史沿革”。

４、王小兰，５１ 岁，女，中国国籍。大学本科学历，高级经济师。享受国务院政
府特殊津贴，兼任中国机械工业质量管理协会副理事长、首届中关村科技园区企业
家咨询委员会委员、北京民营科技实业家协会第五届会长、北京市企业家协会常务
副会长、蒙代尔国际企业家大学客座教授、中国民营科技实业家协会执行副理事长、
全国三八红旗手。曾就职于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机电部管理科学研究所。历任时
代集团公司总裁、内蒙古时代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现为本公司董事。持有公
司股份 ７，０７４，００３ 股，为公司第三大股东，股份来源参见公司“历史沿革”。

－ 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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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北京时代新纪元技术有限公司、彭伟民、王小兰与北京时代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之间的关系见下图：

彭伟民

２３．８％

王小兰

４１．５７％

３４．９％

２２．２％

北京时代新纪元
技术有限公司
４７．６％
北京时代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

６、时代集团公司系在北京市工商行政管理局登记注册的集体所有制企业，成立
于 １９９３ 年 ７ 月，注册资本 １０００ 万元。注册资金来源于积累基金 ９１９ 万元和国家扶
植基金 ８１ 万元。
法定代表人：彭伟民
注册地址：北京市海淀区上地信息产业基地开拓路 １７ 号
经营范围：机械工程、工业自动化控制测试仪器、计算机网络工程、电子元器
件、办公设备、计算机及外围设备的技术开发、技术服务、技术转让；工业自动化
控制设备、焊接设备、测试仪器、电子计算机及电子元器件的制造等。

时代集团公司原为公司控股股东，持有公司股份 １５，１６７，６８１ 股，占公司股份总
额 ４７．６０％，为公司第一大股东。２００５ 年 ７ 月 ８ 日，时代集团公司将其持有的公司股
份转让给北京时代新纪元技术有限公司，不再持有公司股份。股份转让前，公司主
要股东与之间的关系见下图：

－ 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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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伟民

时代集团公司

２３．８％

王小兰

４７．６％

２２．２％

北京时代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

（五）股份转让限制情况

根据《公司法》第一百四十二条：发起人持有的本公司股份，自公司成立之日
起一年内不得转让。

根据《北京时代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第二十四条：公司发起人所持股份自
公司成立之日起三年内不得转让。

至 ２００５ 年 １２ 月 ２０ 日，本公司成立已满三年，同时相关股东声明所持股份没有
质押、冻结等情况，因此股东所持股份转让已无法律障碍。

（六）员工情况

截至 ２００５ 年 １２ 月 ５ 日，公司人数为 ３１４ 人（不含分公司人员），其中：

专业结构

教育程度

年龄分布

管理

销售

研发

生产

１０

１６４

４０

１００

博士

硕士

本科

大专及以下

２

１１

５５

２４６

１８－２５ 岁

２５－４０ 岁

４０－５０ 岁

５０ 岁及以上

４４

１５５

８６

２９

（七）持有公司股份 ５％以上的股东为：北京时代新纪元技术有限公司、彭伟民、
－ 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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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小兰，持股比例分别为：４７．６０％、２３．８０％、２２．３０％；彭伟民、王小兰分别持有北
京时代新纪元技术有限公司的股份 ４１．５７％、３４．９０％。具体情况参见“七（四）主要
股东及其出资情况”。

公司现有沈阳、杭州、青岛三家分公司，主要从事公司的产品销售。

公司现有参股公司一家：南京时代新技术有限责任公司，公司投资占比 １７．５２％。

１、与本公司存在控制关系的关联方：

企业名称
北京时代新纪元技术有限公司

注册资金 （万元）

法定代表人

与本公司关系

１２７５

彭伟民

控股股东

２、与本公司不存在控制关系的关联方包括以下企业：

（１）、关键管理人员直接控制的企业
企业名称
时代集团公司

注册资金 （万元）

法定代表人

与本公司关系

１０００

彭伟民

原控股股东

（２）
、时代集团直接控股或间接控股的企业
时代集团公司直接控股或间接控股的企业与本公司的关系为同受一方控制的关
联方，包括以下企业：
企业名称

注册资金 （万元）

法定代表人

时代集团持股比例

兰州时代机电新技术公司

１００．００

杨晓红

１００．００％

太原时代新技术公司

６５．００

陈海春

１００．００％

石家庄开发区时代机电新技术公司

６２．００

彭伟民

１００．００％

青岛时代新技术有限公司

５０．００

刘维平

１００．００％

杭州时代新技术有限公司

５０．００

胡深

１００．００％

时代集团成都时代新技术公司

５０．００

杨可

１００．００％

郑州时代新技术公司

５０．００

陈敏

１００．００％

西安时代新技术公司

５０．００

贺安平

１００．００％

北京时代集团公司重庆公司

５０．００

梁洪虔

１００．００％

时代集团公司哈尔滨分公司

５０．００

赵晓波

１００．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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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市时代机电新技术公司

４０．００

彭伟民

１００．００％

上海时代新技术有限公司

１６０．００

施云浦

９０．００％

北京市时代时佳科技发展有限责任公司

５０．００

潘燕明

８０．００％

济南德馨斋食品有限公司

３００．００

王小兰

６６．７０％

沈阳时代新技术有限公司

８５．００

李会梅

６２．５０％

济南试金物业有限公司

５０．００

许玉泉

５５．００％

云南时代新技术有限责任公司

１００．００

卢庆涛

５０．００％

乌鲁木齐时代新技术公司

５０．００

彭伟民

５０．００％

１７，５０４．０６

王小兰

２９．２８％

兰州时代纪元仪器有限公司

１００．００

王小兰

２８．６９％

北京时代之峰科技有限公司

２，０００．００

王小兰

２７．８２％

青岛时代仪器有限公司

２００．００

王小兰

２７．８２％

天津时代之峰科技有限公司

２００．００

王小兰

２６．３５％

南京时代仪器有限公司

２００．００

王小兰

２６．３５％

杭州时代之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０．００

王小兰

２６．３５％

沈阳时代之峰科技有限公司

２００．００

王小兰

２６．３５％

上海矢志检测仪器设备有限公司

２００．００

王小兰

２６．３５％

成都时代之峰科技有限公司

１５０．００

王小兰

２６．３５％

郑州纪元仪器设备有限公司

１５０．００

王小兰

２６．３５％

陕西时代之峰仪器有限公司

１５０．００

王小兰

２６．３５％

重庆时代仪器有限公司

１００．００

王小兰

２６．３５％

太原时代检测仪器有限公司

１００．００

王小兰

２６．３５％

昆明时代之峰科技有限公司

８０．００

王小兰

２６．３５％

乌鲁木齐时代纪元仪器有限公司

５０．００

王小兰

２６．３５％

济南时代试金仪器有限公司

８００．００

杨晓红

２５．００％

石家庄时代之峰贸易有限公司

１００．００

王小兰

２３．４２％

济南试金集团有限公司

３１８６．００

彭伟民

２２．９０％

内蒙古时代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八）组织结构
北京时代科技股份公司的最高权力机构是股东大会，董事会为公司的常设机构
和经营决策机构，向股东大会负责。总裁对董事会负责，行使经营管理职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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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时代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份报价转让说明书

北京时代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组织结构示意

八、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核心技术人员

（一）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核心技术人员基本情况

彭伟民，５９ 岁，男，中国国籍。硕士学历，高级工程师。曾就职于河北省新河
县化工厂、河北省新河县糖厂、河北工学院。历任时代集团公司董事长。现为本公
司董事长。

王小兰，５１ 岁，女，中国国籍。大学本科学历，高级经济师，享受国务院政府
特殊津贴。曾就职于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机电部管理科学研究所。历任时代集团
公司总裁、内蒙古时代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现为本公司董事。

翟波，４４ 岁，女，中国国籍，大学本科学历，高级工程师。曾就职于黑龙江省
气象科学研究所。历任时代集团公司副总裁、北京时代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副总裁。
－ １２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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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为本公司董事、总裁。

唐荣，４８ 岁，男，中国国籍，大学本科学历，高级工程师。曾就职于国营四四
七厂、北京科技大学。历任时代集团公司副总裁。现为本公司董事。

梁洪虔，４３ 岁，女，中国国籍，大学本科学历，高级工程师。曾就职于北京服
装学院、康得机电技术开发公司。历任时代集团公司分管部部长，现为本公司董事、
副总裁。

段红海，４２ 岁，男，中国国籍，硕士学历，高级工程师。曾就职于国营五二九
厂。历任时代集团公司焊机开发部部长、北京时代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焊机开发部部
长，现为本公司副总裁。

鲍继增，５３ 岁，男，中国国籍，大专学历，高级经济师。曾就职于北京市第二
绣花厂、北京市机绣花边厂、北京市抽纱工艺品厂。历任时代集团公司质量管理部
部长，现为本公司监事、监事会召集人。

文征，３５ 岁，男，中国国籍，高中学历。曾就职于北京吉普汽车有限公司。历
任时代集团公司用户服务部副部长，现为本公司监事、用户服务部部长。

胡深，３５ 岁，男，中国国籍，大专学历。曾就职于时代集团公司，现为本公司
监事、焊销二部部长。

王婕，３６ 岁，女，中国国籍，大专学历，助理会计师。曾就职于北京市塑胶时
装厂、时代集团公司。现为本公司财务部部长。

皮检君，２９ 岁，男，中国国籍，大学本科学历。曾就职于清华紫光集团股份公
司。现为本公司董事会秘书。

以下为本公司核心技术人员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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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德尚，２８ 岁，男，中国国籍，博士学历。现为本公司焊机开发四部项目负责
人。
李海山，２８ 岁，男，中国国籍，博士学历。现为本公司焊机开发四部项目负责
人。

鲍云杰，３５ 岁，男，中国国籍，硕士学历，工程师。曾就职于中国石油天然气
管理局。现为本公司技委主任兼焊机开发四部部长。

李力，３７ 岁，女，中国国籍，硕士学历，高级工程师。曾就职于时代集团公司。
现为本公司焊机开发一部部长。

刘振光，４５ 岁，男，中国国籍，大学本科学历，工程师。曾就职于太原工业大
学、太原计算机公司、山西省高速公路指挥部、时代集团公司太原分公司。现为本
公司焊机开发二部部长。

马媛，４２ 岁，女，中国国籍，大学本科学历，高级工程师。曾就职于北京旅行
车股份有限公司、时代集团公司。现为本公司焊机开发三部部长。

赵智江，３２ 岁，男，中国国籍，大学本科学历。曾就职于西安黄河机电公司。
现为本公司焊机开发一部项目负责人。

（二）公司董事、监事除王小兰、唐荣外，均在公司任职。公司与除王小兰、
唐荣外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核心技术人员均已签订劳动合同，未与上述
人员签署借款、担保协议。公司目前对上述人员实施了业绩考核基础上的奖励制度，
尚无股权激励制度。

（三）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核心技术人员持股情况

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核心技术人员除彭伟民持有公司股份
７，５８３，８４１ 股、王小兰持有公司股份 ７，０７４，００３ 股外，其余人员均未持有公司股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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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未以家属、法人名义持有公司股份。

九、公司业务和技术情况

（一）业务情况

公司经营范围为：电子、电力、电气设备、普通机械、通信设备、自动化控制
系统、计算机网络的技术开发、技术转让、技术咨询、技术服务；制造及销售开发
后的产品、普通机械、电子产品；经营本企业自产产品及技术的出口业务和本企业
所需的机械设备、零配件、原辅材料及技术的进口业务，但国家限定公司经营或禁
止进出口的商品及技术除外。

公司主营业务为焊机产品及智能电器产品的生产销售等，此外还经营来料加工
等其他业务。

公司主要产品为高技术逆变焊机，包括手工逆变焊机、氩弧逆变焊机、ＣＯ２ 气体
保护焊机、方波交流焊机、埋弧逆变焊机、自动焊机等系列，每个系列中又有多种
数字化变型品种。

公司在国内通用焊机领域具有品种齐全、技术领先、附加值高等特点，特别是
逆变焊机领域具有一定的技术和产业化优势，企业整体具有持续经营能力，有着较
强的市场竞争实力。

公司 ２００３ 年、２００４ 年的经营情况如下。
项目

２００４ 年度

２００３ 年度

主营业务收入（元）

１１８，６８８，８１２．８９

９１，８５２，９００．６１

主营业务利润（元）

３７，９１０，６７８．７７

２６，９４８，５４１．３０

８，２６５，９１３．００

５，５４８，６９３．２１

净利润（元）

（二）主要产品的技术含量、可替代性、专利技术的有效期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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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的主导产品为焊机产品及智能电器产品。

伴随着技术的进步，现代焊接设备的发展与电力电子技术和器件的发展密切相
关。因此目前焊机已经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纯电工产品了，它已经成为集控制及计
算机技术于一身的高科技产品。而作为焊机的基础技术或基本原理，由于是相关技
术的综合应用，因此谁都可以采用，只是在具体的应用中，谁能领先一步，在实际
应用中做得更加满足不同用户的需要就显得极为重要了。

从焊机产品分类构成看，交流弧焊机的产量已从前几年占总产量的 ５０％以上，下
降到目前的 ４７．６２％；而技术含量较高的自动焊机、半自动焊机、电阻焊机和特种、
专用及成套焊接设备的产量已占总产量的 ４１．９２％，产值已占总产值的 ６５．１６％，销量
已占总销量的 ４２．５１％，销售额已占总销售额的 ６４．６９％。特别是自动及特种焊机成为
增长最快的品种。在直流弧焊机中，晶闸管相控、逆变技术和计算机控制技术已经
得到广泛应用并占据了主导地位，逆变焊机现已成为通用焊机产品，其中：ＩＧＢＴ 逆
变焊机又占据绝大多数。（焊机产品分类示意参见下图）

焊机产品分类示意
１００％

自动及特种焊机占４％

９０％

电阻焊机占１１％

８０％

直流弧焊机占１３％

自动及特种焊机占
５３％

７０％
６０％
５０％
４０％

电阻焊机占１２％
交流弧焊机占７２％

３０％

直流弧焊机占１８％

２０％
１０％

交流弧焊机占１７％

０％

１９９６年

２００４年

数据来源：中国电器工业协会电焊机分会，成都电焊机研究所，制图：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弧焊设备是目前最量大面广的焊接设备。目前我国的弧焊设备正逐渐赶上和接
近国际先进水平，生产的品种日益增多，产品的系列更加齐全。气体保护焊和逆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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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源的应用是当前焊机行业发展的重点，同时逆变焊机正进一步向数字化、轻巧化、
节能化和高可靠性演化，数字化逆变电源、高效率气体保护焊则是未来焊机产品的
发展方向。根据行业协会的相关统计，公司在逆变焊机领域具有领先优势，位列业
内前茅，公司拥有包括弧焊电源（ＺＬ０３ ２ ４０３３９．９）、交直流氩弧焊机（ＺＬ０３ ２
３７０１３．Ｘ）、送丝机（ＺＬ０２ ２ ９０９０５．２）和坐标列表式参数选择控制面板装置（ＺＬ０３ ２
６３０２８．Ｘ）等 ４ 项实用专利和其他 １７ 项外观专利在内的 ２１ 项专利技术。且是业内通
过 ＧＢ／Ｔ１９００１－２０００ ｉｄｔ ＩＳＯ９００１∶２０００ 质量管理体系认证为数不多的企业之一。

当然，由于缺乏对焊接材料基本物理特性的了解，加之材料的种类繁多，人们
对材料的特性（在熔化及凝固方面）与性能，特别是高温性能之间的关系知之甚少，
而且焊接材料的其它物理、化学、电、热和机械特征也还需要得以了解，因此焊机
产业的发展短期内只能是跟随而无法超前。同时鉴于诸如 ＩＧＢＴ 逆变器等关键部件都
是外购甚至进口解决的，因此对于公司来说，近期更为关键的是如何能够确保牢牢
跟踪住国际电焊机技术发展的步伐，并将最新的技术应用到自己的产品上来。在这
方面，公司目前在国内逆变焊机领域可以说是技术的标杆，具有很强的技术研发力
量，同时在产业化方面也具备很强的能力。

（三）主要无形资产情况

公司现有实用新型专利技术 ４ 项，外观设计专利技术 １７ 项，权属公司，用于公
司产品的生产和销售，不存在纠纷情况。

公司专利技术一览
专利名称

专利号

剩余保护期限

１

坐标列表式参数选择控制面板装置

０３ ２ ６３０２８．Ｘ

８ 年 １０ 个月

２

弧焊电源

０３ ２ ４０３３９．９

８ 年 ４ 个月

３

交直流氩弧焊机

０３ ２ ３７０１３．Ｘ

８ 年 ３ 个月

４

送丝机

０２ ２ ９０９０５．２

７ 年 １１ 个月

５

配电监测仪

０１ ３ ０１６６７．９

６年

６

交流电动机变频调速器

０１ ３ ０１６６９．５

６ 年 １１ 个月

７

自保焊电源（ＰＥＣ１０－４００）

０２ ３ ６９７３１．８

７ 年 ６ 个月

８

焊接小车（ＦＤ１０－２００Ｔ）

０２ ３ ６９７３６．９

７ 年 ６ 个月

９

交流方波氩弧焊机（ＷＳＥ－２５０）

０２ ３ ６９７３２．６

７ 年 ６ 个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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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０

弧焊电源（ＰＥＮ３０－３１５）

０２ ３ ６９７３３．４

７ 年 ６ 个月

１１

变频器（ＴＶＦ２１５０）

０２ ３ ６９７２８．８

７ 年 ６ 个月

１２

变频器（ＴＶＦ１０５５）

０２ ３ ６９７２９．６

７ 年 ６ 个月

１３

送丝机（ＦＤ２５－１００）

０２ ３ ６９７３４．２

７ 年 ６ 个月

１４

变频器（ＴＶＦ１１５０）

０２ ３ ６９７３０．Ｘ

７ 年 ７ 个月

１５

逆变焊机（ＷＳＭ－４００）

０３ ３ ４２３０５．９

７ 年 １１ 个月

１６

控制面板

０３ ３ ４２３０４．０

７ 年 １１ 个月

１７

微机线路保护装置（ＴＤＲ－３５１Ｌ）

２００４ ３ ０００６４８７．１

８ 年 １０ 个月

１８

配电监控仪（ＴＰＭ２００１）

２００４ ３ ０００６４８９．０

８ 年 １０ 个月

１９

配电监控仪（ＴＰＭ２０００Ｅ）

２００４ ３ ０００６４８８．６

８ 年 １０ 个月

２０

配电馈线自动化远方终端

２００４ ３ ００５０５７８．５

９ 年 １１ 个月

２１

角焊车（ＴＷＦ２０－１）

２００４ ３ ００５０５７７．０

９ 年 ２ 个月

公司目前使用的“时代”商标，所有权人为时代集团公司，时代集团公司于 ２００１
年 １ 月 ２８ 日与公司签署了《商标许可使用协议书》，授权公司无偿永久性使用。

（四）核心技术来源和取得方式、自主技术占核心技术的比重、核心技术所有
权情况及其在国内外同行业的先进性等。

公司具有很强的技术研发力量，目前在国内逆变焊机领域可以说是技术的标杆。
根据行业协会的相关统计，公司在逆变焊机领域具有领先优势，位列业内前茅。公
司拥有包括弧焊电源（ＺＬ０３ ２ ４０３３９．９）、交直流氩弧焊机（ＺＬ０３ ２ ３７０１３．Ｘ）、送
丝机（ＺＬ０２ ２ ９０９０５．２）和坐标列表式参数选择控制面板装置（ＺＬ０３ ２ ６３０２８．Ｘ）
等 ４ 项 实 用 专 利 和 其 他 １７ 项 外 观 专 利 在 内 的 ２１ 项 专 利 技 术 ， 是 业 内 通 过
ＧＢ／Ｔ１９００１－２０００ ｉｄｔ ＩＳＯ９００１∶２０００ 质量管理体系认证为数不多的企业之一。公司
的核心技术来源于公司的研究开发部门，权属于公司。

（五）研究开发情况

从公司的组织结构图中可以看到，公司对于产品的研制开发是极为重视的，制
定了详尽的规章制度，按细分产品设置相关的开发部门，同时在人员配备上予以高
度重视，研发人员占全部员工的比例达到 １２．７４％。此外公司历年的研发费用投入也
呈现逐年递增的态势，２００３ 年研发费用占销售收入的比重为 ３．５％，２００４ 年提高到了
近 ５％，远远高于国内焊机行业平均 ０．３５－０．５％的水平，这对于确保公司在焊机，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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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是逆变焊机领域的领先优势地位至关重要。

（六）供销情况

由于焊机产品的特性决定了其销售市场和客户较为分散，因此焊机行业普遍执
行“以销定产，适量现货”的供销原则。对于公司来说，虽然销售人员占到企业员
工总数的 ５２．２３％，由于公司为时代集团公司原焊机产业分立而来，销售主要依靠时
代集团公司及关联企业的销售网络、本公司的销售部门进行产品销售，进而构成关
联交易（近二年公司及关联方销售情况参见下表），其中：与时代集团的购销关系以
双方共同签发的《时代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成立后销售核算管理的有关规定》执行。
汇总数据显示，２００３ 年关联交易占整个销售的比例为 ５５．４７％，其中时代集团公司及
其相关子公司完成的销售占整个销售的比例达 ４３．０４％，而公司自己完成的销售所占
比例仅为 ２４．７５％；
２００４ 年，关联交易所占比重有所下降，占整个销售的比例为４１．６７％，
其中时代集团公司及其相关子公司完成的销售占整个销售的比例已降至 ３３．４６％，而
公司自己完成的销售所占比例更是只有 １６．８０％。由此可见公司整个主营产品的销售
渠道进一步趋于分散。

近二年公司及关联方销售状况一览
２００３ 年

单位名称
合计

２００４ 年

占比

销售额

销售额

占比

备注

６０，４３２，６９０．５８

１００．００％

１０１，５６６，９６４．７６

１００．００％

２６，０１０，１１９．４５

４３．０４％

３３，９８２，７２０．２０

３３．４６％

２００５ 年 ７ 月

其中：时代集团本部

２５，５４４，０３７．１４

４２．２７％

３２，７６９，６０４．３０

３２．２６％

前为公司控

时代集团子公司

４６６，０８２．３１

０．７７％

１，２１３，１１５．９０

１．１９％

时代集团

北京时代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１４，９５７，４７８．１０

２４．７５％

１７，０６２，２７４．１９

１６．８０％

其中：分公司系统

１０，３１１，６４０．８８

１７．０６％

１３，２２４，０３２．８１

１３．０２％

子公司系统

４，６４５，８３７．２２

７．６９％

３，８３８，２４１．３８

３．７８％

５，４０７，１７９．３２

８．９５％

４，８１９，０５４．９７

４．７４％

北京时代之峰科技有限公司

股股东。

２００５ 年 ７ 月
北京时代新纪元技术有限公司

２，１０３，１４８．２１

３．４８％

３，４７４，７３９．９５

３．４２％

后成为公司
控股股东。

济南时代试金仪器有限公司
非关联方

－

－

４８，５６０．６８

０．０５％

１１，９５４，７６５．９５

１９．７８％

４２，１７９，６１４．７７

４１．５３％

注：上表计算依据系根据公司主导产品业务而非全部业务；非关联方为经销商、代理商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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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来在销售方面，为进一步减少关联交易，公司将铺建自己的营销网络，承担
更大的责任，对此公司自 ２００５ 年下半年开始整合销售平台，并从 ２００５ 年 １２ 月起，
拟采取以下措施，建立独立的营销体系，逐步降低关联交易比例：时代集团公司销
售人员转至股份公司，并重新签订劳动合同；所有焊机销售合同由股份公司签署，
降低与时代集团的关联交易；在 １３ 个地区筹备建立子公司负责销售。

对于生产所需配套件、原材料等的采购，公司制定有一整套的管理规章制度，
一方面将供应商按照不同的信誉分等排列，另一方面采取每年谈一次价格，每月签
一次合同的形式，以达到控制成本和降低风险的目的。

由于北京时代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焊机发展的特殊历史沿革，决定了其供销必然
与时代集团及其下属企业存在密切的关联关系。

公司前五名主要供应商和客户情况如下（金额单位：万元）：

２００３ 年前五名销售企业及占比一览
企业名称

金额

占比

１、

时代集团公司

２，５５４．４０

２５．１０％

２、

北京康得环保科技公司

２，１６５．００

２１．２８％

３、

北京时代之峰科技公司

６３０．００

６．１９％

４、

南京时代新技术公司

５４０．００

５．３１％

５、

北京时代新纪元技术公司

２４０．００

２．３６％

２００３ 年前五名供应企业及占比一览
企业名称

金额

占比

１、

时代集团公司

２，３９４．４２

３０．８９％

２、

北京康得环保科技公司

２，１０３．００

２７．１３％

３、

北京富世佳兴电子器材技术公司

５４９．００

７．０８％

４、

北京九鼎通讯设备公司

５０４．００

６．５０％

５、

北京晶川电子技术公司

２３９．００

３．０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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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０４ 年前五名销售企业及占比一览
企业名称
１、

时代集团公司

２、

金额

占比

３，２７６．９６

２６．７２％

北京时代新纪元技术公司

２４０．８９

１．９６％

３、

北京时代之峰科技公司

２２０．００

１．７９％

４、

北京康得环保科技公司

１３９．５５

１．１４％

５、

南京时代新技术公司

８７．４３

０．７１％

２００４ 年前五名供应企业及占比一览
企业名称

金额

占比

１、

时代集团公司

２，８８７．００

２９．３３％

２、

北京康得环保科技公司

１，８００．００

１８．２９％

３、

北京富世佳兴电子器材技术公司

９７４．００

９．９０％

４、

北京九鼎通讯设备公司

４６５．００

４．７２％

５、

北京京津金山（津金山）线缆供应站

２６７．００

２．７１％

目前没有单一采购或销售超过年度采购总额或销售总额 ５０％的供应商或客户。

在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和核心技术人员、主要关联方或持有公司
５％以上股份的股东中，在 ２００３ 年有时代集团公司、北京时代之峰科技有限公司和南
京时代新技术有限公司三家，而到了 ２００４ 年只剩下时代集团公司一家。公司为减少
关联交易所采取的努力正在取得一定的成效。

（七）应收账款及其他应收款情况

公司应收帐款 ２００４ 年前五名金额合计为 １８，１２３，４７７．３１ 元，占比 ７０．５０％。其中
应收时代集团公司货款 １１，６２２，１４８．９０ 元，占比 ４５．２１％。具体明细情况如下：

应收账款 ２００３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前 ５ 名明细表
债务人全称

经济业务性质

北京时代新纪元技术有限公司

销售

２，１８３，４８３．４０

２４．６０％

一年以内

南京时代新技术有限公司

销售

１，５６５，０６９．４８

１７．６４％

一年以内

北京时代之峰科技有限公司

销售

５５１，３９２．４９

６．２１％

一年以内

北京佰能电气技术有限公司

销售

２７２，０６１．００

３．０７％

一年以内

贵州航天南海机电有限公司

销售

２１９，８２８．００

２．４７％

一年以内

４，７９１，８３４．３７

５３．９９％

合计

金额

－ ２１ －

占总额比例

账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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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收账款 ２００４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前 ５ 名明细表
债务人全称

经济业务性质

金额

时代集团公司

销售

１１，６２２，１４８．９０

４５．２１％

一年以内

北京时代新纪元技术有限公司

销售

２，４０８，９３６．５２

９．３７％

一年以内

北京时代派奥斯电子有限公司

销售

１，８２２，５９７．３０

７．０９％

一年以内

北京康得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销售

１，３９５，４６９．００

５．４３％

一年以内

南京时代新技术有限公司

销售

８７４，３２５．５９

３．４０％

一年以内

１８，１２３，４７７．３１

７０．５０％

合计

占总额比例

账龄

公司其他应收款 ２００４ 年前五名金额合计为 ８６５，５６１．００ 元，占比 ５４．３１％，无应
收持有本公司 ５％以上股份的股东款项。

公司与上述关联客户关系参见“七（四）主要股东及其出资情况”。

十、公司业务发展目标及其风险因素

（一）未来两年的发展计划

目前正值各行业、各企业编制“十一五”规划的关键时期，围绕“立足现实，
把握未来，产品先行，持续发展”的原则，公司也着手编制了短期发展计划和相关
的中长期发展战略规划草案－－－《未来两年内北京时代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的发展计
划》。

由于焊机产品的特性决定了其销售市场和客户的相对分散，而且公司与时代集
团及其下属企业存在关联关系，因此公司目前的销售 ４０－５０％是通过关联交易完成。

对于焊机产品而言，在原辅材料采购方面，主要涉及焊机电源、逆变器等关键
部件以及其它元器件。焊机电源要求低电压、大电流，因此变压器就成为关键，一
方面要满足电流电压的匹配要求，另一方面要对送电回路和焊接回路进行电气隔离。
作为焊机的一大关键部件 － 主变压器，公司是通过外购解决的，而且这些供应商与
公司之间有着长期而稳固的供货关系，因此所面临的风险相对较小。而为了使焊机
做到体积小、重量轻，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期逆变技术被应用到了焊机电源中并成
－ ２２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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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焊机电源技术发展的主流和趋势。对于逆变焊机所需的逆变器（ＩＧＢＴ），公司目前
主要通过向德国、日本制造商购买解决，而且在国际市场上还有日本和美国的相关
公司可以提供同类产品，国内有关部门也已将该产品列入“８６３ 科技攻关项目”之中，
面对人民币不断升值的大背景，对于公司而言可能更为有利，因此所面临的风险也
相对较小。至于焊机产品所需的其他元器件、部件等公司均是通过国内市场得到有
效解决的。

焊接是一种将材料永久连接，使其成为具有给定功能结构的制造技术，其实现
的手段就是焊机。因此焊机作为现代工业重要的工艺装备，被广泛应用于船舶、石
化、电力、冶金、建筑、机械、汽车、轻工等行业，此外也是航天、电子、原子能
等国防尖端工业不可或缺的装备。有统计数据显示在所有的金属及其它工程材料中，
通过焊接加工的占到 ５０－６０％，是首选的加工方法。

伴随着技术的进步，现代焊接设备的发展与电力电子技术和器件的发展密切相
关。因此目前焊机已经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纯电工产品了，它已经成为集控制及计
算机技术于一身的高科技产品。而作为焊机的基础技术或基本原理，由于是其它相
关技术的综合应用，因此谁都可以采用，只是在具体的应用中，谁能领先一步，在
综合应用中做得更加匹配就显得极为重要了。

从焊机产品分类构成看，交流弧焊机的产量已从前几年占总产量的 ５０％以上，下
降到目前的 ４７．６２％；而技术含量较高的自动焊机、半自动焊机、电阻焊机和特种、
专用及成套焊接设备的产量已占总产量的 ４１．９２％，产值已占总产值的 ６５．１６％，销量
已占总销量的 ４２．５１％，销售额已占总销售额的 ６４．６９％。特别是自动及特种焊机成为
增长最快的品种。在直流弧焊机中，晶闸管相控、逆变技术和计算机控制技术已经
得到广泛应用并占据了主导地位，可控硅逆变焊机现已成为通用焊机产品，其中：
ＩＧＢＴ 逆变焊机又占据绝大多数。

弧焊设备是目前最量大面广的焊接设备。目前我国的弧焊设备正逐渐赶上和接
近国际先进水平，生产的品种日益增多，产品的系列更加齐全。气体保护焊和逆变
电源的应用是当前焊机行业发展的重点，同时逆变焊机正进一步向数字化、轻巧化、
－ ２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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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能化和高可靠性演化，数字化逆变电源、高效率气体保护焊则是未来焊机产品的
发展方向。根据行业协会的相关统计，公司在逆变焊机领域具有领先优势，位列业
内前茅，公司拥有包括弧焊电源（ＺＬ０３ ２ ４０３３９．９）、交直流氩弧焊机（ＺＬ０３ ２
３７０１３．Ｘ）、送丝机（ＺＬ０２ ２ ９０９０５．２）和坐标列表式参数选择控制面板装置（ＺＬ０３ ２
６３０２８．Ｘ）等 ４ 项实用专利和其他 １７ 项外观专利在内的 ２１ 项专利技术。且是业内通
过 ＧＢ／Ｔ１９００１－２０００ ｉｄｔ ＩＳＯ９００１∶２０００ 质量管理体系认证为数不多的企业之一。

从公司的组织结构图中可以看到，企业对于产品的研制开发是极为重视的，制
定了详尽的规章制度，按细分产品设置相关的开发部门，同时在人员配备上予以高
度重视，研发人员占全部员工的比例达到 １２．７４％。此外公司历年的研发费用投入也
呈现逐年递增的态势，２００３ 年研发费用占销售收入的比重为 ３．５％，２００４ 年提高到了
近 ５％，远远高于国内焊机行业平均 ０．３５－０．５％的水平，这对于确保公司在焊机，特
别是逆变焊机领域的领先优势地位至关重要。

当然，由于缺乏对焊接材料基本物理特性的了解，加之材料的种类繁多，人们
对材料的特性（在熔化及凝固方面）与性能，特别是高温性能之间的关系知之甚少，
而且焊接材料的其它物理、化学、电、热和机械特征也还需要得以了解，因此焊机
产业的发展短期内只能是跟随而无法超前。同时鉴于诸如 ＩＧＢＴ 逆变器等关键部件都
是外购甚至进口解决的，因此对于公司来说，近期更为关键的是如何能够确保牢牢
跟踪住国际电焊机技术发展的步伐，并将最新的技术应用到自己的产品上来。在这
方面，公司目前在国内逆变焊机领域可以说是技术的标杆，具有很强的技术研发力
量，同时在产业化方面也具备很强的能力。

（二）可能对其业绩和持续经营产生不利影响的所有因素，以及公司相应的风
险对策或措施。

１、市场风险

１．１、科研成果产业化进程较慢和市场开发不足的风险

－ ２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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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目前产品有氩弧焊机、埋弧焊机、手工焊机等九大类。逆变焊机作为当
前焊机发展主流和趋势，呈现为高、精、尖、特、专和多品种、小批量等特点。该
特点一方面构成了本公司区别于一般企业的竞争优势，另一方面又是本公司产品规
模化程度不足的表现。同时本公司一些研发成果尚处于中试和小批量生产阶段，且
从设计、试验、中试到量产往往过程较长，造成公司规模化生产程度不高。因而本
公司存在研发成果产业化进程较慢和市场开发不足的风险。这种风险一方面表现为
本公司产品规模化程度不够，另一方面表现在抢抓市场机遇和产品规模化方面存在
条件和能力上的不适应。形成这种局面的主要原因是现代化市场理念和有效的产品
销售模式尚未建立，营销人才缺乏，市场开发力度不足。如果本公司不能有效克服
上述弊端，将对本公司在规模化发展方面造成不利影响。

本公司对上述风险进行了充分研究并取得了深刻认识，拟采取以下措施：第一，
充分发挥高新技术企业在国家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和定位，将研发成果应用和产业化
作为本公司研究开发的目标和方向；第二，采取“走出去”、“请进来”措施，提高
和强化管理人员、销售人员的基本素质和市场意识，有计划地派出管理和销售人员
到著名企业参观学习，邀请市场专家到本公司指导培训；第三，通过充分论证，在
本公司现研发产品中，选择具有发展前景的项目进行规模化发展，通过完善市场开
发机制，迅速占领市场。

１．２、客户相对分散的风险

由于本公司产品品种多、批量小的特点，目前与本公司有业务往来的客户众多，
且相对分散。客户的分散一方面增加了客户管理的难度，另一方面大大提高了本公
司市场开发和销售成本。随着本公司生产规模的日渐扩大、产品品种的进一步增多，
客户分散对本公司经营成本影响将会更大。

针对公司客户资源分散的风险，本公司采用的措施有：第一，实行客户分级、
地域分类政策，全面评估客户对公司发展的重要性和开发时机以决定投入力度；第
二，选择培育合适的代理商，通过适当的合作方式实现市场开拓力量本地化；第三，
加大销售网络建设和宣传力度，以本公司销售网点为核心形成客户群体。
－ ２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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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３、市场竞争加剧的风险

本公司是以技术创新、产品创新和产业化为竞争优势的企业，产品定位于“高、
精、尖、特、专”，产品盈利能力高于普通产品，众多企业均希望进入本公司市场范
围。随着竞争对手对技术的逐渐掌握，规模的不断加大，生产成本的降低，本公司
不断面临着来自竞争对手的竞争压力。再者，就某些高端焊机产品而言，与发达国
家的跨国公司相比，本公司的生产规模较小，产业化程度不高，因而公司还面临着
国外厂商的竞争和挑战。

面对上述竞争和挑战，本公司采取的基本对策有：第一，实行“有所为有所不
为”战略，对竞争激烈、利润微薄的产品，果断退出；对利润较好具有竞争价值的
产品，将通过扩大生产规模，降低生产成本，赢得竞争优势；第二，发挥本公司的
技术优势，加大产品开发力度，以新品取胜，获得投入市场初期的超额利润，在时
间上领先对手；第三，加快高新技术产业化步伐，通过资金投入，实现高新技术产
品的规模化和产业化，增强与国外产品的竞争能力。

２、管理风险

２．１、生产组织模式不完善的风险

由于本公司与时代集团公司存在悠久的历史渊源，形成相当的关联交易，在焊
机发展的早期对本公司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但随着生产规模的不断扩大，
企业经营管理的日趋规范，大量的关联交易逐渐暴露出其不适应企业大规模发展的
弊端。目前本公司正在对生产经营（销售）过程中存在的关联交易进行结构上的调
整。如果本公司对内部组织机构的改革结果不理想或周期过长，都将对本公司生产
经营和规模化发展产生不利影响。

针对上述风险，本公司采取的措施是：第一，克服困难，采取各种有效措施坚
定不移地推行公司销售体系的改革措施；第二，善于总结经验，不断修正和改善公
司的生产组织结构和管理制度；第三，充分利用外部管理专家和咨询公司的力量，
－ ２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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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一步完善公司组织机构、管理制度、管理流程和业务流程等基础架构。为适应公
司现代化管理的需要，本公司已经陆续制定了会计制度、财务管理制度、预算管理
制度、内部财务控制制度规范、物资采购管理办法、固定资产管理办法、质量管理
手册、生产管理办法、外部协作加工管理办法、专利工作管理办法等多项制度；第
四，加大管理人才培养力度，通过自我培养和引进的办法培养一批德才兼备的具有
现代化管理水平和意识的管理团队。

２．２、规模扩张引发的管理风险

伴随着企业的不断发展，本公司的生产规模和销售收入都将会有一个较大幅度
的增长。本公司自身不可避免存在经营方式相对落后、市场意识较为淡薄等种种不
足，短期内难以从整体上完全适应公司规模扩张带来的管理要求；另一方面，由于
本公司部分主要管理人员原来从事研发工作，角色的转换和公司规模的扩张对本公
司高层管理人员的市场意识、开拓能力、应变能力、管理协调能力提出新的挑战，
从而在更大程度上增加了公司的管理风险。

本公司管理层已充分认识到这种风险，并针对上述风险，制定出了一系列对策：
首先，通过选送人才外委培训方式加强对现有管理人员的培训；其次，通过公司内
部管理方面的经验交流和自我培训，提高现有管理人员的管理水平；第三，通过社
会招聘，大胆引进高素质的管理人才，充实公司的管理队伍。希望通过上述措施逐
步提高经营班子的管理水平与决策水平。

２．３、主要股东变更导致的管理风险

本次股份挂牌交易前，公司第一大股东持有本公司 ４７．６％的股权，处于绝对控股
地位。本次股份挂牌交易后，如果第一大股东转让股份，有可能导致其持股比例降
低而失去第一大股东地位，造成公司管理层、管理制度不稳定，从而影响到公司正
常的生产经营和持续发展。

针对第一大股东可能变更带来的管理风险，本公司采取的措施有：第一，健全
－ ２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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激励机制，确保管理层稳定；第二，逐步建立健全独立董事工作制度，充分发挥独
立董事的作用，减低第一大股东变更带来的管理风险；第三，完善各项管理制度，
充分发挥制度“律人”与“管事”的作用，降低人员变动的影响；第四，公司下一
步将采取引进职业管理人的方式，将部分经营管理职责交给具有较强经营管理能力
的经理人员，进一步避免因股东变更带来的管理风险。

２．４、内部激励机制不健全的风险

虽然本公司建立起了较为规范的法人治理结构，但在激励机制上更多采用的是
初级激励手段，如效益工资、经营业绩承包制等，尚未建立起长期稳定有效的激励
机制，尤其是对核心技术人员和中层管理人员尚缺乏一套有效的激励制度，存在因
激励机制不健全而导致人才流失的风险。

针对上述风险，本公司采取的对策主要有：根据市场的变化及政策的许可，在
外部专家的协助下，大胆借鉴国外通行做法和国内一些企业的成功经验，逐步建立
一套行之有效的长期激励制度，并贯彻执行。本公司已就该问题进行了多次讨论和
酝酿，待国家相关政策出台后，即可着手制定相关制度。

２．５、大股东利用控制地位侵占公司利益的风险

本公司设立时，时代集团公司将焊机产业的相关资产投入公司。公司成立以来，
相关的业务与时代集团构成关联交易，因此存在大股东利用控制地位侵占公司利益
的风险。

为防止大股东利用控制地位侵占公司利益，公司制定了一系列制度，通过完善
的制度约束大股东的行为，规范公司与大股东的关系。主 要包括《章程（草案）》、
《股
东大会议事规则》、《董事会议事规则》、《监事会议事规则》、《关联交易决策制度》、
《独立董事工作制度》、《控股股东行为规范》等。通过上述制度，公司建立了规范
的法人治理结构，有效地规范了大股东的行为，有效地防范了大股东利用控制地位
侵占公司利益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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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技术风险

３．１、产品升级换代及现有产品被淘汰的风险

本公司主要产品有逆变焊机、智能电器等几大类。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及其它
相关产业的发展，对本公司现有产品在技术和质量上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逆变焊机
正日益向数字化方向演化，焊机产品自动化、智能化不断发展为企业的发展提供了
新的机会。如果本公司研发与市场化不能同步跟进，满足市场的要求，本公司产品
将面临市场竞争压力加大的风险。

针对上述风险，本公司采取的措施有：第一，利用本公司在行业中的优势地位，
广泛收集信息，紧跟国际和国内技术动态，在技术信息上先行一步；第二，加大研
发投入的力度，引进并留住高水平人才，紧跟焊机行业发展潮流，做到技术创新能
力与国际先进水平同步发展；第三，充分发挥自身优势，积极实施产学研相结合战
略，通过与国内外高校、科研机构和厂商的合作，构建新的技术创新体系，提高公
司配套研发能力；第四，利用多种资金渠道，优先发展自动化数字焊机等技术相对
成熟、市场前景广阔的高新技术产品，壮大企业规模，提高竞争实力。

３．２、新产品开发、试制、规模化、市场化及技术不成熟的风险

为了保持竞争优势，公司必须不断进行新产品和新技术的研究和开发。高新技
术产品与普通产品相比，新产品开发是一个不断探索未知领域的过程，且从研制到
中试，最终到规模化和产业化生产，往往需要一个比较长的时间，因而公司在新产
品研究、开发、试制、中试、规模化等各阶段都面临着种种不确定因素，都面临着
失败的风险。另一方面，如果开发出的产品存在不能预知或现阶段不能克服的技术
缺陷或新产品不符合市场需求，都有可能使公司开发出的新产品不能实现规模化和
市场化。上述风险均有可能给公司带来经济损失，并对公司经营业绩产生一定的影
响。

针对上述风险，本公司采取的措施有：第一，本公司拥有一支长期从事产品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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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的高素质专业科研队伍，能较好地预见和把握行业和产品的发展趋势；第二，在
新产品的开发、试制前，进行广泛、深入的前期调研，明确产品的市场定位，确定
需要克服的技术难题和技术攻关目标；第三，产品投入生产，密切关注产品技术适
用性，做好售后服务，对生产过程中出现的技术问题能够做到密切关注，及时解决；
第四，在新产品投入市场后，加大宣传推广力度；第五，制定科学化的项目投资评
估程序，严格按照科研成果产业化所必须经过试制、中试、工业性试验再到规模化
生产的程序进行，避免急躁冒进，造成不可挽回的投资损失。

３．３、核心技术人员流失的风险

本公司作为高新技术企业，技术人才尤其是核心技术人员似乎公司生存和发展
的根本，是本公司核心竞争力之所在，稳定和壮大科技人才队伍对本公司生存和壮
大十分重要。但是，目前随着行业竞争的加剧，科技人才队伍流动日益频繁。人才
流动将使本公司在产品开发、市场开拓、生产管理等方面受到不利影响。人才的流
失往往伴随着核心技术的失密，本公司同时面临核心技术失密的风险。

针对上述风险，本公司对人才战略的重要性具有充分认识，吸引人才并留住人
才是本公司长期坚持的人才战略。本公司为防止人才流失而采取的措施有：第一，
注重人力资源的科学管理，制定了较为合理的员工薪酬方案，建立了公正、合理的
绩效评估体系，提高科技人才尤其是骨干的薪酬、福利待遇水平；第二，采取出国
培训、内部进修、在职深造等方式，加强对科技人员的培训和学术交流工作，为其
创造良好的工作环境，给予其施展才华的空间；第三，在稳定现有科研人才队伍的
同时，提供优惠条件，有计划地从企业、高校及社会上招聘优秀的科技人才，充实
科技力量；第四，在政策允许的范围内，逐步探索和建立股权激励创新机制，充分
调动科技人才的创新积极性，保证公司拥有一支稳定的、充满活力的科技人才队伍。

３．４、知识产权被侵犯和技术失密的风险

技术是公司的生存之本，若关键技术失密，将对公司的生产经营和发展造成不
利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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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上述风险，本公司采取的措施有：第一，制定严格的内部技术保密制度，
明确规定在承担本公司研究课题期间，掌握重大科技成果关键技术和资料、未脱离
保密期的公司员工在解除劳动合同后在合理期间内仍负有保密的义务，直至该秘密
成为公开信息；第二，加强对国内外知识产权法律法规的学习和培训，增强自我保
护意识，积极运用法律手段维护公司权益，防范知识产权被侵权的风险；第三，提
高研发过程中科学管理水平，组织较大规模和更深层次的研发协作，一方面可以提
高科研成果水平，另一方面可以减少个别技术人员流失，造成整体技术失密的风险。

４、业务经营风险

４．１、特种原材料供货渠道单一的风险

本公司产品已“高、精、特、尖”为特点，所需的逆变器（ＩＧＢＴ）、主变压器等
作为关键件，能够供应的厂家相对较少，本公司相应地选择余地较小，同时存在依
赖少数厂家和供货价格谈判余地有限的风险。

针对上述风险，本公司采取的措施有：第一，与供应商签订长期稳定的供需协
议，使供货双方有一个稳定的预期，以便合理进行生产安排，同时，确保质量和价
格相对稳定；第二，单独计算并适当提高本公司小批量客户的订货价格，有效转移
本公司在小批量采购时支付的超高采购成本；第三，积极寻找新的合适供货商。

５、财务风险

５．１、净资产收益率下降的风险

截至 ２００４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公司净资产为 ４，４４６．６４ 万元，净资产收益率 １８．５９％，
同比增长 ２６．５５％。虽然本次股份挂牌交易并不导致公司总股本扩张，进而引发盈利
被稀释导致净资产收益率下降，但仍需防范，由于竞争加剧导致产品销售数量及价
格下滑所引起的净资产收益下降而可能引致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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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上述风险，本公司将加强经营、营销工作，努力开拓市场，加快对股东的
回报。公司还将不断进行技术改造和技术创新，充分挖掘现有产品的生产能力，扩
大生产规模和产品销售，从而使现有产品的盈利水平保持稳步增长。

５．２、偿还债务及债务结构不合理的风险

截至 ２００４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公司负债总额为 ７，３７３．１６ 万元，资产负债率为 ６２．３８％。
公司的现有债项全部为流动负债，债务结构不尽合理。由于本公司正处于快速发展
期，生产规模不断扩大，资金需求不断增加，对短期债务的偿还构成了压力。

针对上述风险，本公司将加大应收账款的收取力度，截止 ２００５ 年 １０ 月 ３１ 日，
公司应收时代集团 ４，０２６．４０ 万元，时代集团已经承诺在 ２００５ 年到 ２００６ 年全部归还，
２００５ 年 １２ 月 ２８ 日已经归还 ３，０００ 万元。通过提高资金使用效率，加速资金流转速
度，以减轻公司的短期偿债压力。同时，公司在努力保持良好的经营业绩的前提下，
在合理负债成本的基础上，改善公司的负债结构，适当增加长期负债。此外，本公
司信用良好，与各银行建立了稳定的合作关系，公司可以充分利用银行信贷资金，
解决公司短期资金需求。最后，以本次股份挂牌交易为契机，通过资本市场开辟新
的融资渠道，从根本上改善公司的财务结构。

５．３、资产流动性风险

截至 ２００４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本公司存货 ３，２３３．８７ 万元，同比微降 １．５８％，而同期
主营业务收入的增长率达到 ２９．２２％。从存货的结构分析，公司 ２００４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存
货中原材料占比达到 ４３．２０％，库存商品和产成品占比达到 ４５．５２％。因此本公司存在
因存货增加而引发的流动性风险。

针对上述风险，本公司采取的措施有：第一，加大公司产品销售力度，降低产
成品存货量；第二，根据生产计划和对市场合理预期确定合理的原材料采购数量和
成品入库量；第三，制定并严格执行存货管理制度，对原材料、产成品的入库、保
管、发货、生产等过程实施全方位监管，确保存货安全，防止存货意外损失；第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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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额计提产品跌价准备，降低存货损失风险。

５．４、应收账款集中所造成的回款风险

截至 ２００４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本公司应收账款为 ２，４９４．３６ 万元，占当期流动资产
的 ３８．１８％。为此公司根据相关会计准则和公司历年坏帐损失的实际发生额进行的会
计估计计提坏帐准备，符合公司的经营状况，体现了稳健性原则。但是，公司的应
收账款较为集中，前 ５ 名客户的应收账款较大。可能发生由于客户经营风险而产生
大额应收账款不能收回导致大额坏账的风险。

针对上述风险，本公司对应收账款形成原因进行了详尽分析，并制定了以下具
体对策：第一，制定稳健的会计政策，足额计提应收账款坏帐准备。对坏帐计提比
例逐年进行核实，如坏帐准备不能反映公司总体应收账款状况，则调整计提比例；
第二，制定完善有效的应收账款管理制度，严格执行客户信用等级评定制度，针对
客户信用，确定不同的赊销额度，销售活动中派专人跟踪客户的经营情况，及时把
握客户的偿债能力和信誉程度；第三，完善现有的应收账款回收激励制度，将货款
回收情况与销售人员奖励相挂钩，提高销售人员回收货款的积极性和责任感。第四，
加大对大额欠款客户的货款催收及信息追踪，以降低坏账风险。

５．５、内部控制不完善的风险

虽然本公司已经建立了比较完善的内部控制制度，对经营业务活动的各个环节
实施了控制。但是，由于本公司正处于快速扩张期，特别是本次股份挂牌交易后，
公司现有的内部控制制度可能难以完全适应公司经营环境的需要。同时，随着公司
规模的扩大，新聘员工对内控的理解可能会产生偏差，造成局部失效。因此公司存
在内控制度不完善和执行不力的风险。

针对上述风险，本公司在以下几个方面加以控制：第一，完善管理制度，制定
了统一的、系统的财务管理制度、人力资源管理制度、营销管理制度、投资管理制
度等一系列严格的内部规章制度。同时，根据公司生产经营需要适时修订内控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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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之更具针对性和实用性；第二，加强现有财务人员的业务和风险培训，进一步提
高公司财务人员的整体素质；第三，发挥内部审计机构的职能，采取定期检查和临
时抽查相结合的方式强化内部监督，必要时聘请外部的会计师事务所对公司财务内
部控制制度进行检查，进一步完善监督机制；第四，进一步加强内部管理的电子化、
信息化和网络化建设，对财务实行集中管理，强化网络财务电算化的功能。

６、未来发展风险

６．１、公司未来盈利下降的风险

随着公司产销规模的扩大，各项费用开支也会相应的增加，加上市场本身具有
的不确定性，因此公司将面临未来盈利能力下降的风险。

针对上述风险，本公司采取的措施主要有：加大产品市场开拓力度，扩大产品
销售收入；加强公司内部管理力度，实行预算管理，使得公司各项管理费用增长幅
度小于销售收入增长幅度，从而使得公司费用的增长低于收入的增长。

６．２、研发项目市场与技术风险

由于公司的发展需要进行必要的投入，但是市场本身具有的不确定因素，仍会
使企业面临较大的市场风险，如：投入不足导致产能无法满足市场需求，进而丧失
市场机会；竞争对手综合竞争能力超越本公司；产品价格发生变化，盈利空间被大
大压缩；产能形成后销售措施不力，市场开拓困难；本公司在研发前进行的市场分
析所依据的基本条件发生重大变化或市场分析本身具有重大偏差等。

针对上述风险，本公司采取的措施有：第一，在产品研发具体实施前，再次组
织相关技术、市场、营销专家进行论证，根据实际情况调整实施方案；第二，成立
由本公司核心技术人员组成的技术攻关小组即以本公司独立董事为主的外部专家咨
询团，随时解决实施过程中出现的技术问题；第三，加大销售人员培训和引进力度，
组建适合规模化产品生产销售队伍，改造现行销售模式，建立有效的销售体系。
－ ３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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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３、研发项目管理和实施风险

由于产品研发管理和实施涉及到项目预算、资金筹措、设备考察、技术选择、
人才培训、安装调试等多个环节，工作量大、时间紧，需要协调的环节多，任何环
节出现问题都将会给项目的实施带来风险。

针对上述风险，本公司采取的措施主要有：实行项目经理制，成立专门的项目
领导小组，统筹安排项目预算、实施进度，控制资金使用，随时解决实施中出现的
问题，保证项目的顺利完成。

７、税收政策变化风险

本公司是高新技术企业，但是所享受的所得税优惠政策将于 ２００５ 年底到期，该
项优惠政策的取消将影响本公司未来的盈利水平。

针对上述风险，本公司始终认为提高公司的盈利能力是化解上述风险的最有效
的方法。为此，本公司将加大管理力度，不断降低生产经营的成本和费用，提高产
品科技含量和附加值，保持本公司可持续发展的能力。此外，本公司将密切关注有
关政策调整，积极利用各种有利条件争取更多的优惠政策。

８、外汇风险

本公司目前主导产品的关键件 － ＩＧＢＴ 逆变器通过进口解决，随着产能的扩大，
进口量会进一步增加。同时公司有部分产品销售到国外。因此，外汇汇率的变动可
能会对本公司的收益带来一定的影响。

针对上述风险，本公司将密切关注国内外汇率信息，及时了解国际外汇市场变
化，增强判断国际汇率市场变化趋势的能力。在进出口国家和地区的选择及汇率保
值上慎重决策、科学把握，尽可能规避公司对外经贸活动中的外汇风险。

－ ３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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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公司治理

（一）公司章程中有关股东权利、义务，股东大会的职责及议事规则及其实际
执行情况。

公司章程中关于股东权利、义务的规定为：

第二十八条 股东享有如下权利：
１．出席或委托代理人出席股东大会并按其持有股份份额行使表决权；
２．对公司的经营行为进行监督，提出建议或质询；
３．依法选举和被选举为公司董事会或监事会成员；
４．依照法律、法规、公司章程的规定依照其所持有的股份份额获取股利或其他
形式的利益分配；转让、赠与或质押其所持有的股份；
５．查阅公司章程、股东大会会议记录及公司财务会计报告；
６．优先购买其他股东转让的出资；优先认缴公司新增资本；
７．公司因终止进行清算时，股东按其所持有的股份份额参加公司剩余财产的分
配；
８．当董事会的决议违反法律、法规、侵犯股东的合法权益时，向人民法院提出
要求停止该违法行为和侵犯行为的诉讼；
９．国家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所赋予的其他权利。

第二十九条 股东须承担下列义务：
１．遵守公司章程及公司管理规定；
２．依其所认购的股份和入股方式缴纳股金；
３．以其所持股份为限对公司承担责任；
４．在公司办理登记注册手续后，股东不得抽回投资；
５．维护公司的利益，抵制有损公司利益的行为；
６．服从股东大会依法通过的决议；
７．向公司如实提供身份、地址、印鉴、签字，如有变动，及时告知公司。
８．国家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义务。
－ ３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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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章程中关于股东大会职责的规定为：

第三十二条 股东大会行使下列职权：
１．决定公司的经营方针和投资计划；
２．选举和更换董事，决定有关董事的报酬事项；
３．选举和更换监事，决定有关监事的报酬事项；
４．审议批准董事会的报告；
５．审议批准监事会的报告；
６．审议批准公司的年度财务预算方案、决算方案；
７．审议批准公司利润分配及弥补亏损方案；
８．对公司增加或减少注册资本作出决议；
９．对公司发行债券作出决议；
１０．对股东向股东以外的人转让股权作出决议；
１１．对公司合并、分立、解散和清算等事项作出决议；
１２．修改公司章程；
１３、对公司聘用、解聘会计事务所作出决议；
１４．法律、法规规定应当由股东大会作出决议的其它事项。

公司章程中关于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规定为：

第三十四条 股东大会分为定期股东大会和临时股东大会。定期股东大会每年召
开一次，并应于上一会计年度终结后的六个月内举行。公司召开定期股东大会，持
有公司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百分之一以上的股东有权以书面形式向公司提出新的议
案，公司应当将议案中属于股东大会职责范围内的事项列入该次会议的议程。

第三十五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时，应在二个月内召开临时股东大会：
１．董事人数不足公司法规定的人数或少于本章程要求的数额三分之二时；
２．公司未弥补的亏损达股本总额三分之一时；
３．持有公司股份百分之十以上的股东请求时；
４．董事会认为必要时；
－ ３７ －

北京时代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份报价转让说明书

５．监事会提议召开时。

第三十六条 股东大会会议由董事会依照公司法规定负责召集，由董事长主持。
董事长因特殊原因不能履行职务时，由董事长指定的副董事长或其他董事主持，董
事长未指定会议主持的，由出席会议的股东共同选举一名股东主持会议。如果因任
何理由，股东无法主持会议，应当由出席会议的持有最多表决权股份的股东（或股
东代理人）主持。
首次股东大会由出资最多的股东召集和主持。

第三十七条 召开股东大会，应将会议审议的事项于会议召开三十日以前通知各
股东。

第三十八条 代理人出席股东大会时，应当向公司提交股东授权委托书，并在授
权范围内行使表决权。

第四十条

股东大会应有代表公司股份总数二分之一以上的股东出席方可举

行。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出席股东大会，以其所代表的有表决权的股份数额行使
表决权。每一股份拥有一表决权。
注：章程指引是二分之一。

第四十一条 公司的股东大会决议分为普通决议和特别决议两种。股东大会作出
普通决议，必须经出席会议的股东（或其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半数以上表决通过。
股东大会作出特别决议，必须经出席会议的股东或其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
以上表决通过。

第四十四条 非经股东大会以特别决议批准，公司不得与董事、总经理和其他高
级管理人员以外的人订立将公司全部或者重要业务的管理交予该人负责的合同。

第四十五条 董事、监事候选人名单以提案方式提请股东大会决议。
董事会应当向股东提供候选董事、监事的简历和基本情况。
－ ３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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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十条 股东大会审议有关关联交易事项时，关联股东不应当参与投票表决，
其所代表的有表决权的股份数不计入有效表决总数；股东大会决议的公告应当充分
披露非关联股东的表决情况。如有特殊情况关联股东无法回避时，公司在征得有权
部门的同意后，可以按照正常程序进行表决，并在股东大会决议公告中作出详细说
明。

第五十二条 股东大会应对所议事项的决定作成会议记录，由会议记录员和出席
会议董事签名。会议记录连同出席会议股东的签名及代理出席的委托书一并保存。

公司自成立以来，严格遵守公司章程中关于股东权利义务的规定，按公司章程
的规定召开股东大会。股东大会都按公司章程的规定履行了相关手续。

（二）公司章程中有关董事会、监事会的构成和议事规则。

公司章程中关于董事会的构成的规定为：

第五十六条 董事会由五名董事组成。公司首届董事会由发起人中最大的股东推
荐，股东大会通过。下届董事候选人由上届董事会提名，由股东大会选举产生和罢
免。董事长和副董事长由全体董事的过半数选举及罢免。

第五十七条 董事可以由股东或非股东人士担任。董事每届任期三年。董事任期
届满，可以连选连任。董事在任期届满前，股东大会不得无故解除其职务，董事可
以兼任公司其他高级管理职务。

公司章程中关于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规定为：
第五十九条 董事会制定议事规则，以确保董事会的工作效率和科学决策。
董事会应当确定其运用公司资产所作出的风险投资权限，建立严格的审查决策
程序；重大投资项目应当组织有关专家、专业人员进行评审，并报股东大会批准，
授权董事会决定 １５００ 万元人民币以内长期投资与资产经营项目以及 ５０００ 万元人民
币以内的担保事项。
－ ３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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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十条

董事会每半年至少召开一次会议，由董事长召集。每次会议应于会

议召开十日以前通知全体董事。经三分之一以上董事、公司总裁提议、经监事会建
议或董事长认为必要时，应召开临时董事会议，但应在会议召开十日前以书面形式
通知全体董事。

第六十二条 董事会开会时，董事应亲自出席。因故不能出席者，可以书面委托
其他董事为代表出席董事会，委托书应载明授权范围。

第六十三条 董事会会议应由二分之一以上董事出席方可举行，每一董事享有一
票表决权。董事会作出决议必须经全体董事的过半数通过。

第六十四条 董事会会议应当对会议所议事项的决定作成记录，董事有要求在记
录上作出某些记载的权利，会议记录由出席董事（包括未亲自出席董事委托的代表）
和记录员签字。

第七十二条 由董事会选举产生董事长和副董事长。董事长是公司的法定代表
人。

第七十五条 董事会设董事会秘书。董事会秘书由董事会委任，是公司高级管理
人员，对董事会负责。

公司章程中关于监事会的构成的规定为：

第八十四条 公司设监事会，由三名监事组成，其中一名为职工代表监事。

第八十五条

股东代表监事由股东大会选举产生，职工代表监事由职工民主选

举产生。
监事会设召集人一名。监事会召集人不能履行职权时，由该召集人指定一名监
事代行其职权。

－ ４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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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章程中关于监事会议事规则的规定为：

第九十一条

监事会每年至少召开一次会议，监事会决议由全体监事三分之二

以上通过，表决方为有效。

第九十二条 监事会应在会议召开前十日内通知全体监事。

第九十三条 监事会应对会议事项的决定作成会议记录，出席会议的监事和记录
员应在会议记录上签名并存档。

（三）公司章程中重大生产经营决策程序：对外投资、对外担保、委托理财等
重大决策的程序，重要财务决策的程序等。

第五十九条 董事会制定议事规则，以确保董事会的工作效率和科学决策。
董事会应当确定其运用公司资产所作出的风险投资权限，建立严格的审查决策
程序；重大投资项目应当组织有关专家、专业人员进行评审，并报股东大会批准，
授权董事会决定 １５００ 万元人民币以内长期投资与资产经营项目以及 ５０００ 万元人民
币以内的担保事项。

第八十二条 总裁行使职权时，不得变更股东大会和董事会的决议或超越授权范
围。

本公司章程“第五章 股东权利与义务”第二十八条第 ６ 款规定：股东优先购
买其他股东转让的出资；第三十二条第 １０ 款规定：股东大会对股东向股东以外的人
转让股权作出决议。上述规定与《证券公司代办股份转让系统中关村科技园区非上
市股份有限公司股份报价转让试点办法》冲突。公司及股东已签署《公司及股东承
诺书》，承诺原章程规定与“试点办法”冲突部分，将提交股东大会修改。

（四）公司管理层对内部控制制度完整性、合理性及有效性的自我评估意见。

－ ４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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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管理层严格按照《公司法》和国家相关法律有关规定开展经营活动，同时
在企业经营活动中积极完善法人治理结构，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促进公司规范运作。
公司管理层一直在不断完善各项内部管理制度，设立了总裁委员会、生产委员会、
技术委员会和焊机发展委员会，从生产、研发、销售等各环节对公司经营进行有效
管理，各部门、各环节责权明确。事实证明，制度的制定是科学的，管理是有效的，
使公司的各项工作规范化、制度化。

（五）公司管理层的诚信状况

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近三年无违法违规行为，不存在对所任职公司
近三年因重大违法违规行为被处罚负有责任的情况，个人不存在到期未清偿的大额
债务、欺诈或其他不诚信行为。

十二、公司财务会计信息

（一）、经审计的财务会计资料：

２００５ 年 １２ 月 １９ 日公司聘请中喜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审计了公司 ２００３ 年、
２００４ 年资产负债表和汇总资产负债表，２００３ 年、２００４ 年利润表及利润分配表和汇总
利润表及利润分配表，２００３ 年、２００４ 年现金流量表和汇总现金流量表，并出具标准
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本报价转让说明书使用汇总报表数据。

２００３ 年、２００４ 年资产负债表、利润表及利润分配表：

－ ４２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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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产负债表（汇总）
项目

单位：人民币元
２００４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０３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资产
流动资产：
货币资金

５，８７６，４６３．２４

１１，１３５，８８９．４０

短期投资

３２０，０００．００

－

应收票据

－

－

应收股利

－

－

应收利息

－

－

应收帐款

２４，９４３，６１７．５６

８，５８６，２６６．１２

１，５３４，４５４．０２

６４０，８３９．５６

２８７，５７６．５１

８，２６６，３７３．７１

－

－

３２，３３８，６７４．７０

３２，８５８，２３７．５９

３４，４１６．９９

１６１，０８６．４１

待处理流动资产净损失

－

－

一年内到期的长期债权投资

－

－

其他流动资产

－

－

流动资产合计

６５，３３５，２０３．０２

６１，６４８，６９２．７９

长期股权投资

１６４，６０４．６４

１６４，６０４．６４

长期债权投资

－

－

长期投资合计

１６４，６０４．６４

１６４，６０４．６４

－

－

１６４，６０４．６４

１６４，６０４．６４

固定资产原价

５７，８９１，５９７．８０

５５，１０８，９０１．３６

减：累计折旧

５，５６６，６２９．１２

３，６４２，２５９．４９

固定资产净值

５２，３２４，９６８．６８

５１，４６６，６４１．８７

其他应收款
预付帐款
应收补贴款
存货
待摊费用

长期资产：

合并价差
长期投资净额
固定资产：

减：固定资产减值准备

－

－

５２，３２４，９６８．６８

５１，４６６，６４１．８７

工程物资

－

－

在建工程

８０，３４０．２３

２，９２８．００

固定资产清理

－

－

待处理固定资产净损失

－

－

５２，４０５，３０８．９１

５１，４６９，５６９．８７

２９２，１７２．０６

１１６，２４１．９６

长期待摊费用

６７２．４３

－

其他长期资产

－

－

２９２，８４４．４９

１１６，２４１．９６

固定资产净额

固定资产合计
无形资产及其他资产：
无形资产

无形资产及其他资产合计
递延税项：
递延税款借项
资产总计

－

－

１１８，１９７，９６１．０６

１１３，３９９，１０９．２６

－ ４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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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产负债表（汇总）（续）
项目

单位：人民币元
２００４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０３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负债及所有者权益
流动负债：
短期借款

３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

２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

应付票据

－

－

应付帐款

３５，９１８，１６５．７６

４７，６２１，８３０．４１

预收帐款

１，６９７，０３７．８８

２，８６４，７５１．６４

代销商品款

－

－

应付工资

－

－

２，２５３，１８０．８７

１，７９５，１３１．８５

应付股利

－

－

应交税金

６９１，３８０．３６

６２４，０６６．４２

其他应交款

２０，０６９．４０

１６，８１７．４７

其他应付款

２，８２３，８０４．８８

２，５２８，７０１．５６

预提费用

３２７，９６５．５６

１７２，３６６．５６

预计负债

－

－

一年内到期的长期负债

－

－

其他流动负债

－

－

流动负债合计

７３，７３１，６０４．７１

７５，６２３，６６５．９１

长期借款

－

－

应付债券

－

－

长期应付款

－

－

专项应付款

－

－

其他长期负债

－

－

长期负债合计

－

－

－

－

７３，７３１，６０４．７１

７５，６２３，６６５．９１

－

－

３１，８６４，８７７．３０

３１，８６４，８７７．３０

资本公积

３６，６００．００

３６，６００．００

盈余公积

３，２３６，９５４．１４

１，９９７，０６７．１９

其中：公益金

１，０７８，９８４．７１

６６５，６８９．０６

９，３２７，９２４．９１

３，８７６，８９８．８６

４４，４６６，３５６．３５

３７，７７５，４４３．３５

１１８，１９７，９６１．０６

１１３，３９９，１０９．２６

应付福利费

长期负债：

递延税项：
递延税款贷项
负债合计
少数股东权益
股东权益
股本

未确认的投资损失
未分配利润
其中：现金股利
外币报表折算差额
股东权益合计
负债及股东权益总计

－ ４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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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润及利润分配表（汇总）
项目

单位：人民币元

２００４ 年度

２００３ 年度

一、主营业务收入

１１８，６８８，８１２．８９

９１，８５２，９００．６１

减：主营业务成本

８０，３５５，７７１．６４

６４，５６３，０８４．３４

４２２，３６２．４８

３４１，２７４．９７

二、主营业务利润

３７，９１０，６７８．７７

２６，９４８，５４１．３０

加：其他业务利润

４３，２５４．４６

２７，５４０．５１

减：营业费用

１４，７０９，４７８．８７

９，２６９，５６１．３２

管理费用

１３，３１６，５１５．２４

１０，６２３，９１２．７４

财务费用

１，３１２，６０５．２５

１，２３０，６１１．０４

三、营业利润

８，６１５，３３３．８７

５，８５１，９９６．７１

加：投资收益

０．００

３０，０００．００

８６，００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１，２８３．２８

１，０７６．９１

０．００

８，７００，２５６．９６

５，８８３，２７９．９９

４３４，３４３．９６

３３４，５８６．７８

少数股东损益

０．００

０．００

加： 当期未确认的投资损失

０．００

０．００

五、净利润

８，２６５，９１３．００

５，５４８，６９３．２１

加：年初未分配利润

３，８７６，８９８．８６

－９８７，６３５．７３

０．００

０．００

１２，１４２，８１１．８６

４，５６１，０５７．４８

减：提取法定盈余公积

８２６，５９１．３０

４５６，１０５．７５

提取法定公益金

４１３，２９５．６５

２２８，０５２．８７

０．００

０．００

１０，９０２，９２４．９１

３，８７６，８９８．８６

减：应付优先股股利

０．００

０．００

提取任意盈余公积

０．００

０．００

１，５７５，００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９，３２７，９２４．９１

３，８７６，８９８．８６

主营业务税金及附加

补贴收入
营业外收入
减：营业外支出
四、利润总额
减：所得税

其他转入
六、可供分配的利润

其他
七、可供股东分配的利润

应付普通股股利
转作股本的普通股股利
八、未分配利润

－ ４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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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最近两年的主要财务指标：

主要财务指标

２００３ 年

２００４ 年

主营业务利润率（％）

２９．３４

３１．９４

净资产收益率（％）

１４．６９

１８．５９

每股收益（元）

０．１７

０．２６

资产负债率（％）

６６．６９

６２．３８

流动比率

０．８１

０．８９

速动比率

０．３８

０．４５

应收账款周转率（次）

１４．５２

７．０８

存货周转率（次）

１．９３

２．４７

主营业务利润率、净资产收益率、每股收益近两年上升原因在于主营业务利润
的上升，公司在进一步加强焊机高端产品的销量外，增加了供电设备的变频产品，
使焊机产品在主营业务利润的占比从 ９０％以上下降到 ７０％多，主营业务利润率的上升
幅度低的原因是近两年原材料价格上升，由于钢铁、有色金属等价格上涨，人民币
随美元兑欧元贬值，公司的原材料中钢铁和铜导线占有较大比例，导致生产成本上
扬，而市场竞争的激烈最终导致企业焊机产品利润率出现下滑。

资产负债率 ２００３ 年、２００４ 年均超过 ６０％，但 ２００４ 年比 ２００３ 年有一定幅度的下
降，下降的主要原因在于此次审计对集团公司应付账款的调整，公司在 ２００２ 年增加
８８１３ 余万元固定资产（房产），其中 ４０００ 万元的房产至今没有取得房产证，在以前
会计年度也没有计提折旧，此次审计将此固定资产调减，同时调减对集团公司的应
付帐款；应收账款周转率的大幅变动的原因也在于此。存货周转率的上升原因在于
产量的增加。

（三）、报告期利润形成的有关情况：

２００３ 年公司销售收入 ９，１８５．２９ 万元，利 润 ５８８．３３ 万元 ；２００４ 年销售收入
１１，８６８．８８ 万元，利润 ８７０．０３ 万元。两项指标均呈逐年上升趋势，销售收入的增长一
方面是由于国家加大基本建设的投入，焊机产品市场需求旺盛；另一方面公司在发
展国内市场的同时，积极拓展海外市场，出口呈现较好的增长势头。

－ ４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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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０４ 年由于公司在产品成本控制方面加大了力度，在销售费用与 ２００３ 年基本持
平的情况下，利润也同步增长。

２００３ 年、２００４ 年主要业务收入来源于焊机产品的销售（参见下图）。

２００３ 年细分产品收入及利润占比示意
１００％

其它占比１１．０８％

８０％

外购商品占比２５．４２％

６０％

其它占比６．６９％
外购商品占比１．７８％

智能电器类产品占比４．６０％

焊机类产品占比９１．５４％
４０％
焊机类产品占比５８．９０％
２０％

智能电器类产品占比
０％
－０．０１％
主营利润占比

主营收入占比
－２０％

２００４ 年细分产品收入及利润占比示意
其它占比４．３１％

１００％

其它占比１３．６３％

外购商品占比０．４１％

智能电器类产品占比５．６７％

９０％
８０％

外购商品占比９．３８％
智能电器类产品占比７．９５％

７０％
６０％
５０％

焊机类产品占比８９．６１％
４０％

焊机类产品占比６９．０４％
３０％
２０％
１０％
０％
主营收入占比

主营利润占比

－ ４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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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０５ 年 １－１０ 月细分产品收入及利润占比示意
外购商品及其他占比１．２３％

１００％

智能电器类产品占比５．８１％

外购商品及其他占比
９０％

２３．２４％

８０％
智能电器类产品占比７．１３％
７０％
６０％
５０％
焊机类产品占比９２．９６％
４０％
焊机类产品占比６９．６３％
３０％
２０％
１０％
０％
主营收入占比

主营利润占比

１、 主营业务收入及主营业务成本：

类

别

主营业务收入
２００３ 年度

主营业务成本

２００４ 年度

２００３ 年度

２００４ 年度

焊机类产品

５４，０９９，９７７．４８

８１，９３７，１６８．７４

２９，１１８，５６５．３９

４７，５８６，６０８．７０

无功类产品

４，２２８，７３３．４７

９，４３７，０４６．８０

４，２３１，８５２．０５

７，２６４，９１７．６３

外购商品

２３，３４５，８１９．６４

１１，１３２，５１１．７１

２２，８５８，７２２．９０

１０，９７５，３１７．５８

其他

１０，１７８，３７０．０２

１６，１８２，０８５．６４

８，３５３，９４４．００

１４，５２８，９２７．７３

合计

９１，８５２，９００．６１

１１８，６８８，８１２．８９

６４，５６３，０８４．３４

８０，３５５，７７１．６４

２、主要费用情况：

２００３ 年、２００４ 年公司主要费用中财务费用、管理费用支出均较正常。

（１）、营业费用
项目

２００３ 年度

２００４ 年度

检定维修费保修费

３，１６４，００３．５１

５，１７２，４６２．１４

工资

２，２３３，７７２．８８

３，６６２，７７３．４８

差旅费

１，２３９，４６６．９８

１，８８６，２７３．０１

展会费

７３３，０７３．２５

７９２，７０７．８１

１，８９９，２４４．７０

３，１９５，２６２．４３

９，２６９，５６１．３２

１４，７０９，４７８．８７

其他
合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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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管理费用
项目

２００３ 年度

２００４ 年度

工资奖金福利

４，０８５，０３１．９４

３，６０７，２７８．８９

科研支出

３，２３９，６５２．１３

３，８８９，７０５．３４

办公费

４２６，１９８．０７

１，１７０，１６１．０５

社会保障费

３８７，５８３．４８

３７７，１９９．２９

２，４８５，４４７．１２

４，２７２，１７０．６７

１０，６２３，９１２．７４

１３，３１６，５１５．２４

其他
合计

３、公司 ２００３ 年短期投资收益 ３ 万元。２００４ 年强制类产品补贴收入 ８．６ 万元、
违约金 １２８３．２８ 元、处置固定资产净损失 ９２１．６４ 元。除此以外，公司无其它重大投
资收益和非经常性损益。

４、公司经北京市海淀区国家税务局海国税批复（２００３）字第 ０３６９９ 号批复批准
公司自 ２００３ 年 １ 月 １ 日起至 ２００５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按 １５％征收企业所得税。

（四）、应收款项

１、应收账款
账龄分析

２００３．１２．３１
金

额

比例（％）

２００４．１２．３１
坏帐准备金

金

额

比例（％）

坏帐准备金

一年以内

８，５２２，４７２．９１

３

２５５，６７４．１９

２４，４９２，１７０．１１

３

６４３，５０１．１０

一至二年

５３，０４２．００

５

２，６５２．１０

９６２，６７９．８５

５

４８，１３３．９９

二至三年

２９８，９７５．００

１０

２９，８９７．５０

１４，４５２．００

１０

１，４４５．２０

２３９，１３７．００

３０

７１，７４１．１０

三至四年

３０

四至五年

５０

５０

五年以上

１００

１００

合计

８，８７４，４８９．９１

２８８，２２３．７９

２５，７０８，４３８．９６

７６４，８２１．３９

注 １：２００３ 年本项目前五名金额合计为 ４，７９１，８３４．３７ 元，占本项目比例为 ５３．９９％；２００４ 年本项目前五名金额
合计为 １８，１２３，４７７．３１ 元，占本项目比例为 ７０．５０％。
注 ２：２００４ 年应收账款中，应收时代集团公司货款 １１，６２２，１４８．９０ 元，占本项目总金额的 ４５．２１％。
注 ３：２００４ 年比 ２００３ 年增加 ２８９．６９％，主要是应收时代集团公司销货款所致。

－ ４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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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其他应收款
２００３．１２．３１

账龄分析

金

一年以内

额

６６０，６５９．３４

２００４．１２．３１

比例（％）

坏帐准备金

３％

金

１９，８１９．７８

一至二年

额

比例（％）

坏帐准备金

１，０２３，８８７．６４

３％

３０，７１６．６３

５６９，７７１．５９

５％

２８，４８８．５８

二至三年
三至四年
四至五年
五年以上
合计

６６０，６５９．３４

１９，８１９．７８

１，５９３，６５９．２３

５９，２０５．２１

注 １：本项目 ２００４．１２．３１ 日前五名金额合计为 ８６５，５６１．００ 元，占本项目比例为 ５４．３１％。
注 ２：本项目内无应收持有本公司 ５％以上股份的股东款项。
注 ３：其他应收款余额期末较期初增加 １４１．２２％ 的主要原因是：与非股东关联方资金往来未能于年末收回。

３、应收账款 ２００３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前 ５ 名明细表
债务人全称

经济业务性质

金额

北京时代新纪元技术有限公司

销售

２，１８３，４８３．４０

２４．６０％

一年以内

南京时代新技术有限公司

销售

１，５６５，０６９．４８

１７．６４％

一年以内

北京时代之峰科技有限公司

销售

５５１，３９２．４９

６．２１％

一年以内

北京佰能电气技术有限公司

销售

２７２，０６１．００

３．０７％

一年以内

贵州航天南海机电有限公司

销售

２１９，８２８．００

２．４７％

一年以内

４，７９１，８３４．３７

５３．９９％

合计

占总额比例

账龄

４、应收账款 ２００４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前 ５ 名明细表
债务人全称

经济业务性质

时代集团公司

销售

北京时代新纪元技术有限公司

金额

占总额比例

账龄

１１，６２２，１４８．９０

４５．２１％

一年以内

销售

２，４０８，９３６．５２

９．３７％

一年以内

北京时代派奥斯电子有限公司

销售

１，８２２，５９７．３０

７．０９％

一年以内

北京康得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销售

１，３９５，４６９．００

５．４３％

一年以内

南京时代新技术有限公司

销售

８７４，３２５．５９

３．４０％

一年以内

１８，１２３，４７７．３１

７０．５０％

合计

（五）、存货

１、存货的核算方法

本公司的存货分为原材料、库存商品、在产品、委托加工物资和低值易耗品。
－ ５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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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购存货按取得时的实际成本计价，发出存货（自制材料和产成品除外）采用加
权平均法核算，自制材料和产成品采用计划成本法。存货的保管按永续盘存制度管
理。
生产成本在完工产品和在产品之间按定额成本结转，并在期末调整为实际成本。
低值易耗品在领用时采用一次摊销法摊销。

本公司对存货计提跌价准备。在期末对存货清查后，如有存货遭受毁损、全部
或部分陈旧过时或销售价格低于成本时，按单个存货项目的成本低于其可变现净值
的差额，计提存货跌价准备。

２、存货明细
项目

２００４．１２．３１
金

额

原材料

１８，０２３，９１７．０６

委托加工物资

１，２５２，１２１．６２

库存商品

１８，１０８，９１０．９５

２００３．１２．３１
存货跌价准备
２，０１９，２０２．６７

金

额

２２，２３５，３５８．８５

３，８３０，３８８．５９

１４，９０２，３０１．５６

１４，６８７．４７

４，５５１．５２

在产品

７８８，６２８．８６

５７８，２１９．９９

３８，１８８，２６５．９６

２，０１９，２０２．６７

９８７，３９６．９３

低值易耗品

合计

存货跌价准备

５，８４９，５９１．２６

３８，７０７，８２８．８５

３，８３０，３８８．５９

５，８４９，５９１．２６

（六）、固定资产：

１、固定资产计价与折旧方法

（１）固定资产确认标准：固定资产系指使用期限在一年以上的房屋建筑物、机
器设备、运输工具等资产以及单位价值在 １０００ 元以上、使用期限在两年以上的非生
产经营用设备和物品。
（２）固定资产计价：固定资产按取得时的实际成本入帐。
（３）固定资产折旧，本公司固定资产折旧采用直线法，并按各类固定资产的原
值和估计的使用年限扣除残值制定其折旧率。
（４）固定资产减值准备的计提：每年年度终了，对固定资产逐项进行检查。如
果由于市价持续下跌，或由于技术陈旧、损坏、长期闲置等原因导致其可收回金额
－ ５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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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于其账面价值的差额作为固定资产减值准备。

当存在下列情况之一时，按照固定资产账面价值全额计提固定资产减值准备。
ａ．长期闲置不用，在可预计的未来不会再使用，且已无转让价值的固定资产；
ｂ．由于技术进步原因，已不可使用且无转让价值的固定资产；
ｃ．虽然固定资产尚可使用，但使用后产生大量不合格品的固定资产；
ｄ．已遭毁损，以致于不再具有使用价值和转让价值的固定资产；
ｅ．其他实质上不能再给企业带来任何经济利益的固定资产。

（５）、房屋建筑物折旧年限 ４５ 年，机器设备折旧年限 ５－１０ 年，运输工具折旧
年限 １０ 年，预计残值率为 ５％。

（６）、固定资产及累计折旧明细
固定资产类别

２００３．１２．３１

本期增加

本期减少

２００４．１２．３１

固定资产原值
房屋建筑物

４８，１３６，４００．００

１，９８８，０７２．４４

－

５０，１２４，４７２．４４

机器设备

５，６２０，４４４．３６

６６９，６２４．００

１，３００．００

６，２８８，７６８．３６

运输工具

１，３５２，０５７．００

１２６，３００．００

－

１，４７８，３５７．００

５５，１０８，９０１．３６

２，７８３，９９６．４４

１，３００．００

５７，８９１，５９７．８０

房屋建筑物

１，６５３，０３６．０３

１，０７２，９４８．１４

机器设备

１，７６１，１９５．６８

７１０，４９５．１６

３７８．３６

２，４７１，３１２．４８

运输工具

２２８，０２７．７８

１４１，３０４．６９

－

３６９，３３２．４７

３，６４２，２５９．４９

１，９２４，７４７．９９

３７８．３６

５，５６６，６２９．１２

合计
累计折旧

合 计

２，７２５，９８４．１７

固定资产净值
房屋建筑物

４６，４８３，３６３．９７

４７，３９８，４８８．２７

机器设备

３，８５９，２４８．６８

３，８１７，４５５．８８

运输工具

１，１２４，０２９．２２

１，１０９，０２４．５３

５１，４６６，６４１．８７

５２，３２４，９６８．６８

合计

注 １：已提足折旧仍在使用的固定资产原值：１２４，０８５．００ 元。
注 ２：经检查未发现固定资产不可使用、遭受毁损、实质上不能给企业带来经济效益等情况，故不提取固定资
产减值准备。
注 ３：从 ２００４ 年起新增固定资产的预计残值率由 ３％改为 ５％。

－ ５２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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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长期投资、短期投资

１、短期投资核算方法

本公司购入的能够随时变现并且持有时间不准备超过一年（含一年）的投资计
入短期投资，包括股票投资、债券投资等。公司的短期投资按取得时的实际成本计
价，即实际支付的全部价款（包括税金、手续费和相关费用）扣除已宣告发放但尚
未领取的现金股利或已到付息期但尚未领取的债券利息后的金额。在处置时，按所
收到的处置收入与短期投资的账面价值的差额确认投资收益。

本公司期末按成本与市价孰低法计价，按投资种类计提短期投资跌价准备，并
计入当期损益。

２、长期股权投资的核算方法

对外长期股权投资，按投资时实际支付的价款或确定的价值记账。本公司投资
占被投资单位有表决权资本总额 ２０％以下，或虽占被投资单位有表决权资本总额 ２０％
或 ２０％以上，但不具有重大影响的，采用成本法核算；本公司投资占被投资单位有表
决权资本总额 ２０％以上或虽投资不足 ２０％但具有重大影响的，采用权益法核算。

采用权益法核算时，初始投资成本大于应享有被投资单位所有者权益份额的差
额分期平均摊销，计入损益，股权投资差额的摊销期限，合同规定了投资期限的，
按投资期限摊销；没有规定投资期限的按 １０ 年平均摊销；初始投资成本小于应享有
被投资单位所有者权益份额的差额计入资本公积。本公司在取得股权投资后，按应
享有或应分担的被投资单位当年时实现的净利润或发生的净亏损（法规或公司章程
规定不属于投资企业的净利润除外），调整投资的账面价值，并确认为当期的投资收
益。本公司按被投资单位宣告分派的利润或现金股利计算应分得的部分，相应减少
投资的账面价值。

长期债权投资实际支付的价款扣除经纪人佣金、税金、手续费等附加费用及自
－ ５３ －

北京时代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份报价转让说明书

发行日起至购入债券日止的应计利息后的余额作为实际成本入账，按权责发生制原
则确认其损益。

对长期投资计提减值准备。期末长期投资由于市价持续下跌或被投资单位经营
状况变化，导致其可收回金额低于投资的账面价值，按可收回金额低于账面价值的
差额，作为长期投资减值准备。

３、短期投资明细
项目

２００３．１２．３１

跌价准备

２００４．１２．３１

跌价准备

股权投资
其中：股票投资
债权投资：
其中：国债投资
其他投资

０．００

０．００

３２０，０００．００

０．００

合计

０．００

０．００

３２０，０００．００

０．００

注：１、２００４ 年短期投资余额 ３２０，０００．００ 元，为 ２００４ 年 １ 月委托北京海泰投资有限公司的委托理财投资，该
投资已于 ２００５ 年 ６ 月收回，确认投资收益 １ 万元。
２、公司 ２００３ 年与北京德创开元投资顾问有限公司委托理财服务协议数额为 ３００ 万元，公司在 ２００３ 年底已
经收回，投资收益也已经入帐；２００４ 年 １ 月公司与北京海泰投资有限公司委托理财服务协议数额 ５００ 万元，但
由于市场原因，双方协商解除协议，北京海泰于 １ 月 １３ 日已将 ４６８ 万元归还时代集团，故形成对时代集团的其
他应收款，时代集团已经于 ２００４ 年 ３ 月、７ 月和 ８ 月分别归还公司。

４、长期股权投资
被投资单位名称

股权比例

２００３．１２．３１

减值准备

２００４．１２．３１

南京时代新技术有限公司

１７．５２％

１６４，６０４．６４

１６４，６０４．６４

合计

１７．５２％

１６４，６０４．６４

１６４，６０４．６４

（八）、无形资产

１、无形资产计价及摊销方法

无形资产的计价

－ ５４ －

减值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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购入的无形资产按实际成本入账；股东投入的无形资产按投资各方确认的价值
入账，但为首次发行股票而接受投资者投入的无形资产，按该无形资产在投资方的
账面价值作为实际成本；接受债务人以非现金资产低偿债务方式取得的无形资产，
或以应收债权换入的无形资产，按应收债权的账面价值加上应支付的相关税费，作
为无形资产成本，涉及补价的，按《企业会计准则— 债务重组》的相关规定确定无
形资产成本；以非货币性交易换入的无形资产，按换出资产的账面价值加上应支付
的相关税费，作为无形资产成本，涉及补价的，按《企业会计准则— 非货币性交易》
的相关规定确定无形资产成本；自行开发并按法律程序申请取得的无形资产按依法
取得时发生的注册费、聘请律师费等费用入账，开发过程中发生的费用，直接计入
当期损益。

无形资产摊销方法

无形资产摊销自取得当月起采用分期平均摊销法摊销。合同规定了受益年限的，
按不超过受益年限的期限平均摊销；合同没有规定受益年限而法律规定了有效年限
的，按不超过法律规定的有效年限平均摊销；经营期限短于法律规定的有效年限的，
按不超过经营期的年限平均摊销；合同没有规定受益年限的，且法律也没有规定有
效年限的，按不超过 １０ 年的期限平均摊销。

无形资产减值准备的计提方法是每年年度终了，检查各项无形资产预计给企业
带来未来经济利益的能力，对预计可收回金额低于其账面价值的，按其差额计提减
值准备。

当存在下列一项或若干项情况时，计提无形资产减值准备：
ａ．已被其他新技术所替代，使其为企业创造经济利益的能力受到重大不利影响；
ｂ．市价在当期大幅下跌，在剩余摊销年限内预期不会恢复；
ｃ．已超过法律保护期限，但仍具有部分使用价值；
ｄ．足以证明实质上已经发生了减值的情形。

无形资产按单项计提减值准备。
－ ５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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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无形资产为购买计算机软件，原值 ３１３，９５６．９１ 元，净值 ２９２，１７２．０６ 元。

公司的专利为公司自主开发，开发、注册费用均已经计入当期损益，未入无形
资产。

（九）、资产减值准备计提依据和情况：

１、坏账的核算方法

本公司对坏账损失采用备抵法核算。坏账准备的提取按应收账款和其他应收款
期末余额的一定比例计提。根据本公司历年应收款项发生坏账的情况，计提比例分
别为：应收款项账龄在一年以内的，计提比例为 ３％；应收款项账龄在一至二年的，
计提比例为 ５％；应收款项账龄在二至三年的，计提比例为 １０％；应收款项账龄在三
至四年的，计提比例为 ３０％；应收款项账龄在四至五年的，计提比例为 ５０％；应收款
项账龄在五年以上的，全额计提坏帐准备。

确认坏账损失的标准为：有确凿证据表明该项应收款项不能收回或收回的可能
性不大，如因债务人死亡或债务单位破产，资不抵债，现金流量严重不足，发生严
重自然灾害导致停产而在短期内无法偿付债务，以及其他足以证明应收款项发生损
失的情况，例如应收款项逾期五年以上等。

２、本公司对存货计提跌价准备。在期末对存货清查后，如有存货遭受毁损、全
部或部分陈旧过时或销售价格低于成本时，按单个存货项目的成本低于其可变现净
值的差额，计提存货跌价准备。

３、本公司期末按成本与市价孰低法计价，按投资种类计提短期投资跌价准备，
并计入当期损益。

４、对长期投资计提减值准备。期末长期投资由于市价持续下跌或被投资单位经
营状况变化，导致其可收回金额低于投资的账面价值，按可收回金额低于账面价值
－ ５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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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差额，作为长期投资减值准备。

５、固定资产减值准备的计提：每年年度终了，对固定资产逐项进行检查。如果
由于市价持续下跌，或由于技术陈旧、损坏、长期闲置等原因导致其可收回金额低
于其账面价值的差额作为固定资产减值准备。

当存在下列情况之一时，按照固定资产账面价值全额计提固定资产减值准备。
ａ．长期闲置不用，在可预计的未来不会再使用，且已无转让价值的固定资产；
ｂ．由于技术进步原因，已不可使用且无转让价值的固定资产；
ｃ．虽然固定资产尚可使用，但使用后产生大量不合格品的固定资产；
ｄ．已遭毁损，以致于不再具有使用价值和转让价值的固定资产；
ｅ．其他实质上不能再给企业带来任何经济利益的固定资产。

６、在建工程减值准备的计提方法是每年年度终了，对在建工程进行全面检查，
存在下列情况的，计提在建工程减值准备：
（１）长期停建并且预计未来 ３ 年内不会重新开工的在建工程；
（２）所建项目无论在性能上，还是在技术上已经落后，并且给企业带来的经济
利益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
（３）其他足以证明在建工程已经发生减值的情形。

７、无形资产减值准备的计提方法是每年年度终了，检查各项无形资产预计给企
业带来未来经济利益的能力，对预计可收回金额低于其账面价值的，按其差额计提
减值准备。
当存在下列一项或若干项情况时，计提无形资产减值准备：
ａ．已被其他新技术所替代，使其为企业创造经济利益的能力受到重大不利影响；
ｂ．市价在当期大幅下跌，在剩余摊销年限内预期不会恢复；
ｃ．已超过法律保护期限，但仍具有部分使用价值；
ｄ．足以证明实质上已经发生了减值的情形。

无形资产按单项计提减值准备。
－ ５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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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减值准备明细表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本年减少数

２００３ 年

本年增加数

１２ 月 ３１ 日

因资产价值
回升转回数

其他

２００４ 年
合计

１２ 月 ３１ 日

一、坏账准备合计

３０８，０４３．５７

５１３，３２７．８１

－

８２１，３７１．３８

其中：应收账款

２８８，２２３．７９

４７３，９４２．３８

－

７６２，１６６．１７

１９，８１９．７８

３９，３８５．４３

－

５９，２０５．２１

－

－

其中：股票投资

－

－

债券投资

－

－

－

５，８４９，５９１．２６

其他应收款
二、 短期投资跌价准备合计

－

－

三、 存货跌价准备合计

５，８４９，５９１．２６

－

其中：原材料

２，０１９，２０２．６７

－

２，０１９，２０２．６７

库存商品

３，８３０，３８８．５９

－

３，８３０，３８８．５９

其他

－

－

四、长期投资减值准备合计

－

－

其中：长期股权投资减值准备

－

－

长期债权投资减值准备

－

－

五、固定资产减值准备合计

－

－

其中：房屋、建筑物

－

－

机器设备

－

－

六、无形资产减值准备合计

－

－

其中：土地使用权

－

其他

－

七、在建工程减值准备合计

－

八、委托贷款减值准备合计
合计

－
－

６，１５７，６３４．８３

５１３，３２７．８１

－

－

－

６，６７０，９６２．６４

（十）、短期借款

短期借款
借款条件

２００３．１２．３１

２００４．１２．３１

信用借款
保证借款

２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

３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

２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

３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

抵押借款
质押借款
合计

－ ５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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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应付款项

１、应付账款
２００３．１２．３１

２００４．１２．３１

账龄分析
金

额

比例（％）

一年以内

３４，９４３，４３０．０４

一至二年

金

额

比例（％）

９７．２９

４３，３１０，２８０．５５

９０．９５

６２７，６５７．０２

１．７５

３，９５７，２３１．６４

８．３１

二至三年

８９，９３８．０１

０．１４

３５４，３１８．２２

０．７４

三至四年

２５７，１４０．６９

０．８２

３５，９１８，１６５．７６

１００．００

四至五年
五年以上
合

计

４７，６２１，８３０．４１

１００．００

注：２００４年末应付时代集团公司２３，９４４，１５５．９８元，占本项目总金额的５０．２８％。

２、其他应付款
２００４．１２．３１
账龄分析
金

额

２００３．１２．３１
比例（％）

一年以内

２，８２２，１３４．８８

９９．９４

一至二年

１，６７０．００

０．０６

金

额

比例（％）

２，５２８，７０１．５６

１００．００

２，５２８，７０１．５６

１００．００

二至三年
三年以上
合

计

２，８２３，８０４．８８

１００．００

（十二）、报告期各会计期末的股东权益的情况：
１、股本
投资者
时代集团公司

２００３．１２．３１

股权比例（％）

２００４．１２．３１

股权比例（％）

１５，１６７，６８１．５８

４７．６０

１５，１６７，６８１．５８

４７．６０

彭伟民

７，５８３，８４０．８０

２３．８０

７，５８３，８４０．８０

２３．８０

王小兰

７，０７４，００２．７６

２２．２０

７，０７４，００２．７６

２２．２０

联想集团控股公司

５０９，８３８．０４

１．６０

５０９，８３８．０４

１．６０

四通集团公司

５０９，８３８．０４

１．６０

５０９，８３８．０４

１．６０

清华紫光股份有限公司

５０９，８３８．０４

１．６０

５０９，８３８．０４

１．６０

中国大恒（集团）有限公司

５０９，８３８．０４

１．６０

５０９，８３８．０４

１．６０

３１，８６４，８７７．３０

１００．００

３１，８６４，８７７．３０

１００．００

合计

－ ５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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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资本公积
项目

２００３．１２．３１

本期增加

拨款转入

３６，６００．００

合计

３６，６００．００

本期减少
０．００

２００４．１２．３１

０．００

３６，６００．００

３６，６００．００

注：资本公积为收北京高新技术发展专项资金，２００２ 年收到 １８，０００．００ 元，２００３ 年收到 １８，６００．００ 元，根据
北京市有关规定该资金记入“资本公积”。

３、盈余公积
项目
法定盈余公积金
法定公益金

２００３．１２．３１

本期增加

本期减少

２００４．１２．３１

１，３３１，３７８．１３

８２６，５９１．３０

０．００

２，１５７，９６９．４３

６６５，６８９．０６

４１３，２９５．６５

０．００

１，０７８，９８４．７１

１，９９７，０６７．１９

１，２３９，８８６．９５

任意盈余公积金
合计

３，２３６，９５４．１４

４、未分配利润
项目

２００３ 年度

净利润

２００４ 年度

５，５４８，６９３．２１

８，２６５，９１３．００

－９８７，６３５．７３

３，８７６，８９８．８６

减：提取法定盈余公积金

４５６，１０５．７５

８２６，５９１．３０

减：提取法定公益金

２２８，０５２．８７

４１３，２９５．６５

加：年初未分配利润

减：应付普通股股利

１，５７５，０００．００

减：转作股本的普通股股利
未分配利润

３，８７６，８９８．８６

９，３２７，９２４．９１

（十三）、利润分配方法

根据《公司法》和本公司章程的规定，按以下顺序及比例进行分配：弥补以前
年度亏损；提取 １０％的法定盈余公积金；提取 ５％的法定公益金；按当年股东大会决
议提取任意盈余公积金；分配普通股股利。

（十四）、关联方、关联方关系及重大关联交易情况

公司关联方详见上述“七（七）”

－ ６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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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时代科技股份公司于 ２００３ 年、２００４ 年主营业务中出售给关联方的总金额分
别为 ３３５２ 万元和 ４２３２．５ 元，占主营业务收入的比例分别为 ３６．４９％和 ３５．６６％，关联
交易产生的利润占公司利润总额的比例分别为 ３６％和 ３４％。交易的品种主要为焊机类
产品，销售额 ２００３ 年为 ３１４７ 万元，约 ３８００ 台，２００４ 年为 ３０１７ 万元，约 ４０００ 台；
智能电器类产品 ２００３ 年为 １３５ 万元，约 ３００ 台，２００４ 年为 ５５３ 万元，约 ２０００ 台；
２００４ 年与关联方商品销售收入 ６６２ 万元。应收款期末余额中关联方的金额 ２００３ 年为
２８３ 万元，占总额的 ３１％，２００４ 年 １５２５ 万元，占总额的 ５９％。物资采购方面，从关
联方采购额占公司总采购额 ２００３ 年的 ３．７％，２００４ 年占 ５．７９％。

１、关联方交易的定价标准

本公司对时代集团公司销售焊机单价＝分公司售价×９７％
本公司对时代集团公司销售智能电器类产品单价＝分公司售价×９７％
本公司对时代集团公司销售产品相关材料备件单价＝分公司售价×９７％
本公司产品售价分为特级价（对所有时代集团分公司执行为一级价的 ９５％左右）、
一级价（对一级经销商执行为二级价的 ９５％左右）、二级价（对二级经销商为零售价的
８０％左右）、零售价（对其他客户执行）。

２、购买货物、接受劳务及租赁
２００３ 年

拥有该类

交易内容

时代集团

购买货物

２５，５４４，０３７．１４

３８．５５％

１，６９８，６９７．７３

２．０２％

北京时代新纪元技术有限公司

购买货物

２２，０２３．０８

０．０３％

６０，０５５．８８

０．０７％

北京时代之峰科技有限公司

购买货物

３５８，８６０．０９

０．５４％

１２１，５２８．１３

０．６２％

交易比例

２００４ 年

拥有该类

关联方单位

交易比例

３、销售货物
关联方单位

交易内容

２００３ 年

拥有该类
交易比例

２００４ 年

拥有该类
交易比例

时代集团（本部）

销售产品

２５，５４４，０３７．１４

２７．８１％

３２，７６９，６０４．３０

２７．６１％

北京时代集团重庆分公司

销售产品

６２，８３４．１９

０．０７％

２４０，１３５．４７

０．２０％

时代集团成都新技术公司

销售产品

６９，４２２．２２

０．０８％

２９，５２０．００

０．０２％

郑州时代新技术公司

销售产品

１２，５５２．９９

０．０１％

９７，９７４．４９

０．０８％

石家庄开发区时代机电新技术公司

销售产品

６３，８３７．０１

０．０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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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鲁木齐时代新技术公司

销售产品

７，６４８．７２

０．０１％

８，６２５．３０

０．０１％

云南时代新技术有限责任公司

销售产品

５，５１１．２８

０．０１％

１４，５１７．３１

０．０１％

西安时代新技术公司

销售产品

４２，８２５．６４

０．０５％

３８，６９４．０２

０．０３％

时代集团哈尔滨分公司

销售产品

５２，１３１．６２

０．０６％

１０５，７８０．００

０．０９％

北京时代之峰科技有限公司

销售产品

５，４０７，１７９．３２

５．８９％

５，２２２，７６４．３７

４．４０％

北京时代新纪元技术有限公司

销售产品

２，１０３，１４８．２１

２．２９％

３，４７４，７３９．４４

２．９３％

太原时代新技术公司

销售产品

４９，１６２．７４

０．０５％

５４，４２２．０５

０．０５％

南京时代新技术有限公司

销售产品

４，６４５，８３７．２２

５．０６％

３，８３８，２４１．３８

３．２３％

天津时代机电新技术公司

销售产品

４０，２２３．９３

０．０４％

９８，５９３．８５

０．０８％

兰州时代机电新技术公司

销售产品

５９，９３１．６２

０．０７％

５１９，６６５．５６

０．４４％

杭州时代新技术公司

销售产品

５，１８７．８６

０．００％

济南时代试金仪器有限公司

销售产品

４８，５６０．６８

０．０４％

４、关联方应收应付款项余额
项目

２００３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应收账款

２００４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８，８７４，４８９．９１

２５，７０８，４３８．９６

其中：
时代集团公司
时代集团子公司
其他应收款
其中：时代集团子公司

应付帐款

１１，６２２，１４８．９０
４，３０５，７５６．６７

４，５４５，２９６．１１

６６０，６５９．３４

１，５９３，６５９．２３

１９，２４０．５２

４５９，７６２．７０

４７，６２１，８３０．４１

３５，９１８，１６５．７６

其中：
时代集团公司

２３，９４４，１５５．９８

时代集团子公司

４，２８０，２３０．７９

时代集团分公司

１，１９８．００

其他应付款

３５４，９７８．０５

其中：时代集团子公司

７１１，９７５．５１

５９８，７０３．３８
２６９，０８１．３０

５、不存在大额销售退回情况。

６、监事会认为，在报告期内，公司所发生的关联交易按照“公平、公正、合理”
的原则进行了处理，未损害公司利益，无内幕交易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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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五）、需提醒投资者关注财务报表附注中的期后事项、或有事项及其他重要
事项。

１、或有事项

２００４ 年由北京中关村科技担保有限公司为本公司向北京市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中关村科技园区支行贷款提供保证担保，同时，本公司与北京中关村科技担保有
限公司签订了最高额为 ３，０００ 万元人民币的《最高额委托保证合同》及《最高额反
担保（房地产抵押）合同》，将本公司账面房产为北京中关村科技担保有限公司提供
抵押反担保，抵押权的存续期间至被担保的债权诉讼时效届满之日后两年止。

２、截止报告日本公司无需披露的重大承诺事项。

３、截止报告日本公司无需披露的重大资产负债表日后事项。

４、２００５ 年 ７ 月 ８ 日，本公司控股股东时代集团公司将其持有的 １５，１６７，６８１ 股
公司股份转让给北京时代新纪元技术有限公司，该公司属于本公司关键管理人员直
接控制的关联方。

（十六）、股利分配政策和近两年分配情况。

根据 ２００４ 年 ３ 月 ３０ 日股东大会决议，２００３ 年度实际可供股东分配的利润
３，３３９，１０７．００ 元，以 ２００３ 年末总股本 ３１，８６４，８７７ 股为基数进行分红，向全体股东
派发现金红利 １，５７５，０００．００ 元（含税）；根据 ２００５ 年 ３ 月 ３１ 日股东大会决议，２００４
年度实际可供股东分配的利润 ６，４１３，５３０．０４ 元，以 ２００４ 年末总股本 ３１，８６４，８７７ 股
为基数进行分红，向全体股东派发现金红利 １，５７５，０００．００ 元（含税）。

（十七）、控股子公司或纳入其汇总会计报表的其他企业的基本情况。

公司无控股子公司。汇总报表中包括沈阳分公司、青岛分公司、杭州分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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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主营业务均为：电子电力、电气设备、普通机械、通讯设备自动控制系统及计算
机网络技术开发、技术转让、技术服务；销售开发后的产品、普通机械、电子产品。

（十八）、管理层对公司近两年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的分析。

１、财务状况分析：

（１）、０３、０４ 年，时代焊机产业发展状况良好，主营业务销售收入、销售利润
稳定增长，尽管受到原材料市场价格波动影响，但产品成本在不断下降，收益率逐
年上升，取得了较好的成绩。

（２）、两年来公司加大了科研投入，新产品销售比例不断上升，管理费用、财
务费用得到了有效控制。

（３）、公司专注产品研发与生产，对外投资谨慎，没有出现短期、长期投资失
误，没有进行对外担保，具有良好发展的前景。

２、经营成果分析：

（１）公司经营成果：

公司主营业务为逆变焊机生产、销售。在国家进行宏观调控的情况下，通过加
大新产品开发力度，扩大生产、扩大销售品种，公司经营取得了稳步增长，逐步成
就了一支“一切为市场服务”的生产保障队伍及保障新品顺利入市的生产队伍及技
术研发队伍。针对目前国内焊机制造多以组装为主，行业进入壁垒相对较低、普通
焊机产品居多的特点，公司大力发展逆变焊机及数字化焊机这一具有领先优势的焊
机产品，同时在产品研发、市场开拓等方面加大力度，使得焊机产业近两年取得了
骄人的业绩，公司持续保持着国内逆变焊机产销量第一的地位。

报告期内，２００３ 年公司实现主营业务收入 ９１８５．２９ 万元，实现主营业务利润
－ ６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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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６９４．８５ 万元。２００４ 年公司实现主营业务收入 １．１８ 亿元，实现主营业务利润 ３７９１．０７
万元。

（２）、报告期内经营情况：

公司的主营范围：电力、电子、电器设备、普通机械、通讯设备、自动化控制
系统、计算机网络的技术开发、技术转让、技术咨询、技术服务；制造及销售开发
后的产品、普通机械、电子产品等。

（３）、经营中出现的问题与困难及解决方案：

由于近几年国家基本建设投入较大，焊机企业众多，市场竞争激烈，为扩大市
场份额，公司在行业中被迫参与了“价格战”，致使产品利润受到影响，为解决此问
题，公司积极推出具有高附加值的数字化焊机及脉冲气保焊、埋弧焊等高附加值的
产品，使企业利润仍处于上升趋势。

由于近几年原材料价格上涨，导致时代焊机部分产品成本价格提高，为解决此
问题，公司加大控制成本力度，从研发、制造等方面作工作，使产品成本抵消原材
料价格上涨因素后仍下降了 ５％－１０％，保证了企业健康发展。

十三、其他

（一）、依据公司与北京中关村科技担保公司签订的最高额反担保（房地产抵
押）合同约定，公司位于北京市海淀区上地西路 ２８ 号 １ 号楼（房产证证号为：京房
权证海股移字第 ００４８４９０ 号）目前仍处于抵押权存续期。

（二）、公司位于山东省济南市槐荫区经七路 ６６９ 号 １６ 号楼 ２－４０１、２－４０４ 号
的房产（房产证证号为：济房权证槐字第 ０６６１６０ 号），目前由王小兰名义持有，王
小兰本人已发表声明，证明该房产是其代公司持有，真正的所有权属于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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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公司位于北京市海淀区上地西路 ２８ 号 １ 号楼的房产所占有的土地，土
地使用权人现为时代集团公司。２０００ 年时代集团公司对北京时代之光科技有限责任
公司（公司前身）投资时，实物出资中含在建工程 １０，０１６，７０７ 元，但不包括土地使
用权价值。２００２ 年时代集团公司以缴纳土地出让金的方式取得土地使用权。为保证
公司资产的完整性，２００５ 年 １２ 月 ６ 日公司与时代集团公司签订了《房屋土地面积分
摊协议》，约定向公司分摊 ２８９０．５１ 平方米的土地使用权，并已于 ２００５ 年 １２ 月 ９
日向北京市土地管理局申请了使用权变更登记，目前尚未得到批准。

（四）、２０００ 年时代集团公司对北京时代之光科技有限责任公司（公司前身）投
资时，实物出资中有在建工程 １０，０１６，７０７ 元，但不包括土地使用权价值，土地所有
权人为时代集团公司。２００２ 年时代集团公司以缴纳土地出让金的方式取得土地使用
权。时代集团为上述在建工程的后期建设及装饰投入了资金。由于上述原因，２００２
年房屋完工后，根据房屋土地面积分摊协议、房地产估价报告－－２００２ 年君评字第
（０４５）号、２００２ 年 １０ 月 ３１ 日资产转让协议，该部分在建工程经评估，以固定资产
原值 ８８，１３６，４００．００ 万元入帐，并形成对时代集团的应付帐款 ７８，１１９，６９３．００ 元。
该事项经过公司 ２００２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通过。

由于其中部分房产至今尚未完成正式过户，并且其中有部分房产不应纳入出资
范围，因此 ２００５ 年中喜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审计公司 ２００３ 年、２００４ 年财务
报表时，为做到规范合理，追溯调减了固定资产 ４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 元，调减对时代集团
应付账款 ４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 元。由于公司在 ２００３ 年、２００４ 年以产品销售的方式偿还公
司对时代集团公司的应付账款，２００５ 年仍然存在以产品销售的方式偿还公司对时代
集团公司的应付账款情况，经此次审计追溯调整后形成大额对时代集团公司的应收
账款，时代集团公司已经承诺还款，并于 ２００５ 年 １２ 月 ２８ 日将 ３０００ 万元归还公司。

（五）、２００２ 年末公司计提原材料、外购商品减值准备 １５，０６７，６４９．３５ 元，截止
２００２ 年该部分存货已全部领用或出售，２００２ 年末数额是根据当年存货清查结果计提
的减值准备，历年一直未进行账务处理。此次审计，将其中 ９，２１８，０５８．０９ 元作盘亏
处理，计入 ２００２ 年损益；并将公司在 ２００３、２００４ 年科研、维修中使用此部分存货
的错误核算进行调整，调减 ２００３ 年管理费用 １，４３８，２２０．８４ 元，调减 ２００４ 年管理费
－ ６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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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 ３，５０６，４７４．９９ 元。

（六）、２００６ 年 ２ 月 ６ 日，本公司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通过了关于免
去梁洪虔在北京时代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担任董事会秘书职务和任命皮检君为
北京时代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秘书职务的议案；２００６ 年 ２ 月 ６ 日，本公司召开
第二届监事会第六次会议，通过了免去皮检君在北京时代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担任监事职务和任命胡深为北京时代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监事职务的议案。
２００６ 年 ３ 月 ６ 日，上述议案经公司召开的 ２００６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表决通过。

十四、备查文件目录

１、审计报告及财务报告全文；

２、公司董事会、股东大会有关股份报价转让的决议及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处理
有关事宜的决议；

３、北京市政府确认公司属于股份报价转让试点企业的函；

４、公司企业法人营业执照；

５、公司章程；

６、北京市政府批准公司为高新技术企业的批文；

７、公司与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签订的推荐挂牌报价转让协议。

北京时代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六年三月二十八日
－ ６７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