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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089                                证券简称：新海宜                            公告编号：2016-101 

苏州新海宜通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6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1、重要提示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投资者欲了解详细内容，应当仔细阅读同时刊载于巨潮资讯网或深圳证券交易所网

站等中国证监会指定网站上的半年度报告全文。 

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新海宜 股票代码 002089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徐磊 徐磊 

电话 0512-67606666-8638 0512-67606666-8638 

传真 0512-67260021 0512-67260021 

电子信箱 zqb@nsu.com.cn zqb@nsu.com.cn 

2、主要财务数据及股东变化 

（1）主要财务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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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元） 1,311,947,153.66 771,055,947.74 70.1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39,266,050.34 85,484,762.66 -54.0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的净利润（元） 
38,358,044.04 66,779,903.86 -42.56%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157,092,108.96 85,688,620.20 -283.33%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571 0.1244 -54.10%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571 0.1244 -54.1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2.06% 4.72% -2.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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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974,366,700.89 4,879,992,579.87 -18.5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1,925,846,388.80 1,886,580,338.46 2.08% 

（2）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44,557 

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普通股数 持有有限售条件的普通股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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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 股份状态 数量 

张亦斌 境内自然人 18.05% 124,068,053 93,051,037 质押 118,468,000 

马玲芝 境内自然人 16.46% 113,149,921 84,862,440 质押 72,000,000 

兴证证券资管

－工商银行－

兴证资管鑫众 2

号集合资产管

理计划 

其他 3.58% 24,600,113    

全国社保基金

一零四组合 
其他 3.14% 21,588,803    

天治基金－浦

发银行－天治

凌云 2 号特定

多客户资产管

理计划 

其他 1.73% 11,863,551    

苏州工业园区

民营工业区发

展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1.58% 10,839,952    

易思博网络系

统（深圳）有限

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1.53% 10,540,574 10,540,574 质押 6,000,000 

陕西省国际信

托股份有限公

司－陕国投•祥

瑞 5 号结构化

证券投资集合

资金信托计划 

其他 1.40% 9,607,300    

陕西省国际信

托股份有限公

司－陕国投•祥

瑞 6 号结构化

证券投资集合

资金信托计划 

其他 1.12% 7,718,300    

中国工商银行

－广发策略优

选混合型证券

投资基金 

其他 0.89% 6,131,394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

的说明 

公司第一大股东张亦斌、第二大股东马玲芝系夫妻关系。其他前十名股东之间，未知是否

存在关联关系，也未知是否属于一致行动人。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

明（如有） 
无 

（3）前 10 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4）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控股股东报告期内变更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控股股东未发生变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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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控制人报告期内变更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更。 

3、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不谋万世者，不足谋一时；不谋全局者，不足谋一域。”2016年上半年，公司审时度势，立足自身优势和多年资源的积

累，从长远和大局出发，积极转型升级，为公司未来业务发展寻找到了更精准的定位，进行了更有想象空间的布局。 

公司本报告期实现合并主营业务收入总计130,153.14万元，同比增长54,589.31万元，增幅72.24%。其中专网通信业务表

现抢眼，实现主营业务收入94,864.15万元，占比72.89%，同比增长178.47%。报告期内，公司的 “大通信”和“新能源”业务结

构调整日渐清晰，逐步走上快速发展道路。 

我国的量子通信产业发展从2001年开始。最早为实验室研究阶段，由中科大领衔研究。2009年国庆阅兵使用了量子通信

技术，使我国成为了全世界第一个使用量子通信技术的国家，同时加速了量子通信应用的落地。去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十八届

五中全会上发表讲话，将量子通信同航空发动机、智能制造和机器人、深空深海探测、重点新材料、脑科学、健康保障等项

目一起被列为“体现国家战略意图的重大科技项目”。今年两会期间量子通信又被列入“十三五”规划。2016年8月16日，我国

成功发射全球第一颗量子科学实验卫星“墨子号”，在全球率先迈出了探索高速星地量子通信的步伐。 

专网通信中采用量子通信技术是大势所趋，公司自主研发的智能通信网络数据处理器NDL-1成功实现量子保密通信。未

来公司会继续深耕专网通信领域，并在专网及无线传输过程中广泛深入地应用量子加密通信，力争成为量子专网通信的领先

者。 

在公司“新能源”的产业链中间，公司坚持有进有退有侧重的思路，逐渐向新能源汽车产业链深入布局，快速切入具有大

规模市场空间的领域。近两年国内政策不断催化，在用电政策、购置税、采购推广规划、补贴以及基础设施等方面给予新能

源汽车一系列支持。公司前期投资参股的新能源汽车动力电池包公司苏州安靠电源以及参股的新型动力电池电解液公司氟特

电池等，在报告期内都迎来了较大的发展机遇，也为公司今后在该领域的进一步布局奠定了基础。 

由于受宏观经济下行、传统通信业务战略性撤退以及政府补贴减少等不利因素影响，公司上半年业绩乏善可陈，但可喜

的是，公司在报告期内将未来的定位进行了重新梳理和定义，为未来的发展去除了包袱，公司未来的发展一定会更加聚焦、

更加专注，更有空间。 

4、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1）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 

（2）报告期内发生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 

（3）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本期合并财务报表范围新增公司： 

新增公司名称 新增公司简称 本期纳入合并原因 

成都传捷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成都传捷   控制 

本期无合并范围减少的子公司 

 

（4）董事会、监事会对会计师事务所本报告期“非标准审计报告”的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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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州新海宜通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 

  

   

2016 年 8 月 25 日 

 

 

 

 


	1、重要提示
	2、主要财务数据及股东变化
	（1）主要财务数据
	（2）前10名普通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3）前10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4）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3、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4、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1）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2）报告期内发生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说明
	（3）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4）董事会、监事会对会计师事务所本报告期“非标准审计报告”的说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