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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3083              证券简称：剑桥科技          公告编号：临 2023-027 

 

上海剑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2022年度不进行利润分配 

暨业绩说明会增加现金分红事项的公告 

特别提示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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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上海剑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2022 年年度利润分配

预案为：本年度不进行利润分配（派发现金红利或派送红股），也不进行资本公

积金转增股本。 

 本预案已经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四十二次会议和第四届监事会第二十八

次会议审议通过，尚需提交公司 2022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公司将在 2023 年 3 月 24 日（周五）15:00-16:00 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上

证路演中心（网址：http://roadshow.sseinfo.com/）召开的“2022 年度业绩暨现金

分红说明会”中就 2022 年度不进行现金分红的具体原因、留存资金用途等进行

专项说明。 

一、利润分配预案内容 

经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信会师报字[2023]第 ZA10518

号财务报表审计报告确认： 

公司合并财务报表 2022 年期初未分配利润 174,596,439.70 元，2022 年度实

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171,468,501.58 元，提取盈余公积 3,785,101.78

元，2022 年期末未分配利润 342,279,839.50 元。另，公司合并财务报表 2022 年

期末资本公积余额为 1,327,398,161.49 元。 

母公司财务报表 2022 年年初未分配利润 393,793,166.56 元，2022 年度实现

净利润 37,851,017.84 元，提取盈余公积 3,785,101.78 元，2022 年期末未分配利

润为 427,859,082.62 元。另，公司母公司财务报表 2022 年末资本公积余额为

1,333,526,455.83 元。 

综合考虑通信行业的景气程度、公司当前的发展水平以及下一阶段的业务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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划，鉴于公司 2023 年仍需大量资金维持日常经营和推进各项业务可持续发展，

因而暂不具备实施股利分配的充分及必要条件。公司董事会提议 2022 年度利润

分配暨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为：本年度不进行利润分配（派发现金红利或派

送红股），也不进行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 

上述预案已经公司于 2023年 3 月 21日召开的第四届董事会第四十二次会议

和第四届监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尚需提交公司 2022 年年度股东大会

审议。 

二、2022年度不进行利润分配的情况说明 

（一）公司的利润分配政策 

《公司章程》和《未来三年（2022 年-2024 年）股东分红回报规划》中有关

股利分配政策的规定如下： 

1、公司实施现金分红的具体条件为：公司当年盈利、可供分配利润为正且

公司的现金流可以满足公司日常经营和可持续发展需求时，公司进行现金分红。 

在符合届时法律法规和监管规定的前提下，公司每年以现金方式分配的利润

不少于当年实现的可供分配利润的 15%。 

董事会每年应当在综合考虑公司所处行业特点、发展阶段、自身经营模式、

盈利水平以及是否有重大资金支出安排等因素，区分下列情况，提出具体现金分

红政策： 

⑴公司发展阶段属成熟期且无重大资金支出安排的，进行利润分配时，现金

分红在本次利润分配中所占比例最低应达到 80%； 

⑵公司发展阶段属成熟期且有重大资金支出安排的，进行利润分配时，现金

分红在本次利润分配中所占比例最低应达到 40%； 

⑶公司发展阶段属成长期且有重大资金支出安排的，进行利润分配时，现金

分红在本次利润分配中所占比例最低应达到 20%。 

“重大资金支出安排”是指公司在一年内购买资产以及对外投资等交易涉

及的资产总额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总资产 10%以上（包括 10%）的事项。 

2、公司发放股票股利的具体条件为：公司当年盈利且可供分配利润为正时，

在保证公司股本规模和股权结构合理的前提下，基于回报投资者和分享企业价值

的考虑，当公司股票估值处于合理范围内，公司可以发放股票股利。 

（二）本年度不进行利润分配的情况说明 

1、不分配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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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益于国内外通信和数通市场需求旺盛且订单充足，公司 2022 年度实现归

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与 2021 年度相比实现较大幅度增长。展望 2023 年，

尽管通信设备制造行业的景气程度有所提升，公司的主营业务经营亦有望延续良

好的发展势头，但海内外宏观经济环境仍存在诸多不确定因素，同时公司的现金

流状况虽已有所好转，但日常营运资金仍较依赖闲置补流的募集资金，需储备充

足的资金以增强抵御风险的能力。且本年公司计划投入大量资金用于持续研发新

产品、添置设备或改造产线、采购核心原材料和测试仪表等，预计全年资本开支

和流动资金需求将达到较高水平。 

综合考虑通信行业的景气程度、公司当前的发展水平以及下一阶段的业务规

划，鉴于公司 2023 年仍需大量资金维持日常经营和推进各项业务可持续发展，

因而暂不具备实施股利分配的充分及必要条件。且公司自 2017年 11月上市至今，

股本已由 97,871,555 股增加至 261,961,441 股（增幅 167.66%），本年度亦不考虑

通过派送红股或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的方式扩张公司股本规模。 

2、留存资金用途 

公司于 2022 年末留存的未分配利润将转入下一年度，全部用于充实日常经

营所需流动资金，投入产品研发及产能建设，以减少对闲置补充流动资金的募集

资金的依赖，改善公司现金流状况和降低财务费用，增强核心竞争能力和抵御风

险能力，匹配公司长期战略发展需求，助力公司持续扩大市场占有率，巩固公司

在 ICT 终端设备行业和高速光模块行业的市场地位。 

公司将严格规范资金使用管理，提升资金使用效率，防范风险；持续开拓创

新，不断为客户创造更高的价值，以优良的业绩回报股东。未来公司将一如既往

地重视以现金分红方式对投资者进行合理回报，综合考虑公司的实际情况、发展

目标、未来盈利规模、现金流量状况、所处发展阶段及规划、资金需求、社会资

金成本、外部融资环境和股东要求及意愿等与利润分配相关的各种因素，从有利

于公司发展和投资者回报的角度出发，积极履行公司的利润分配政策，与广大投

资者共享公司发展的成果。 

三、公司履行的决策程序 

（一）董事会审议情况 

公司于 2023 年 3 月 11 日向全体董事书面发出关于召开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

四十二次会议的通知，并于 2023 年 3 月 21 日召开了本次会议。本次会议应参会

董事 7 名，实际参会董事 7 名。会议由董事长 Gerald G Wong 先生主持。全体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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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审议通过《2022 年度利润分配暨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参加表决的董事

7 人，其中 7 票赞成，0 票反对，0 票弃权。公司独立董事刘贵松先生、姚明龙

先生和秦桂森先生对本议案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二）独立董事意见 

经对照中国证监会《关于进一步落实上市公司现金分红有关事项的通知》《上

市公司监管指引第3号——上市公司现金分红》《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

管指引第1号——规范运作》等文件的要求以及《公司章程》和《未来三年（2022

年-2024年）股东分红回报规划》关于股利分配政策的规定，我们认为：公司2023

年的发展规划需要大量资金作为支撑，董事会拟定的2022年度不进行利润分配和

不进行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的预案充分考虑了公司现阶段的实际情况，有利于保

障公司的业务经营和转型发展，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董事会对该

项预案的审议、决策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因此，我

们同意将该预案提交公司2022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三）监事会意见 

公司于 2023 年 3 月 21 日召开的第四届监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通过《2022

年度利润分配暨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同意就本议案发表审核意见如下： 

公司此次权益分派预案内容符合《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3 号——上市公司现

金分红》《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规范运作》等规范

性文件的要求以及《公司章程》和《未来三年（2022 年-2024 年）股东分红回报

规划》关于股利分配政策的相关规定，充分考虑了公司现阶段的实际情况，有利

于公司的持续、稳定发展。 

四、现金分红说明会安排 

2023 年 3 月 17 日，公司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披露了《关于召开 2022 年度

业绩说明会的公告》（公告编号：临 2023-024），公司定于 2023 年 3 月 24 日（周

五 ） 15:00-16:00 通 过 上 海 证 券 交 易 所 上 证 路 演 中 心 （ 网 址 ：

http://roadshow.sseinfo.com/）召开“2022 年度业绩暨现金分红说明会”（以下简

称“本次说明会”），与投资者进行沟通和交流，广泛听取投资者的意见和建议。

公司将在本次说明会中增加现金分红事项，就 2022 年度不进行现金分红的具体

原因、留存资金用途等进行专项说明。 

本预案尚需提交公司 2022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

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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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此公告。 

 

 

 

上海剑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 3月 23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