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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300183                           证券简称：东软载波                           公告编号：2017-028 

青岛东软载波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一、重要提示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规划，投资者应当到证监会指

定媒体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文。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异议声明 

姓名 职务 内容和原因 

声明： 

除下列董事外，其他董事亲自出席了审议本次半年报的董事会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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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标准审计意见提示 

□ 适用 √ 不适用  

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普通股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计划不派发现金红利，不送红股，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优先股利润分配预案 

□ 适用 √ 不适用  

二、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东软载波 股票代码 3001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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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辉 张燕 

办公地址 青岛市市北区上清路 16 号甲 青岛市市北区上清路 16 号甲 

电话 0532-83676959 0532-83676959 



        青岛东软载波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2 

电子信箱 wanghui@eastsoft.com.cn zhangyan@eastsoft.com.cn 

2、主要财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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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元） 399,477,561.86 397,458,863.00 0.5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131,711,584.19 136,999,074.30 -3.8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后的净利润（元） 
123,163,703.67 131,818,391.18 -6.57%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54,417,034.76 98,986,748.87 -45.03%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2906 0.3022 -3.84%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2906 0.3022 -3.84%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5.08% 5.89% -0.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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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94,675,601.53 2,788,928,833.72 3.7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2,658,473,338.25 2,526,761,754.06 5.21%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报告期末股东总数 24,3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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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崔健 境内自然人 23.06% 104,544,000 78,408,000   

王锐 境内自然人 14.68% 66,528,000 49,896,000   

胡亚军 境内自然人 14.68% 66,528,000 49,896,000   

陈一青 境内自然人 3.40% 15,408,200 11,556,150   

全国社保基金一

零二组合 
其他 2.27% 10,300,207    

中国证券金融股

份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1.98% 8,981,4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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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汇金资产管

理有限责任公司 
国有法人 1.44% 6,514,700    

广发证券－交通

银行－广发集合

资产管理计划（3

号） 

其他 0.96% 4,355,167    

青岛海尔创业投

资有限责任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0.58% 2,620,675 1,310,338   

居庆浩 境内自然人 0.57% 2,590,0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

说明 

公司前 10 名股东中，崔健、胡亚军、王锐 3 位自然人为本公司实际控制人。自 1997

年投资公司以来，上述三位股东即为直接持有公司出资比例 5%以上的主要股东，1997

年以来历经数次增资与股权转让，上述 3 位股东合计出资比例均高于 51%。为保证公司

的持续高效运营、提高决策效率，强化对公司的控制关系，上述 3 位自然人股东于 2009

年 9 月 16 日签订了《一致行动协议书》，约定在涉及公司重大经营事项的决策中意思表

达一致，进一步明确了控制关系，股份公司成立后 3 位自然人股东续签了该文件。报告

期内，公司治理结构健全、运行良好、效益突出，报告期内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更。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表中，未知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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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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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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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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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6、公司债券情况 

公司是否存在公开发行并在证券交易所上市，且在半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未到期或到期未能全额兑付的公司债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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否 

三、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1、报告期经营情况简介 

公司是否需要遵守特殊行业的披露要求 

否 

（一）2017年正处于国家“智能电网”改造承上启下的关键阶段，是国网第一轮用电信息采集改造的结束年，也是第二轮

引领提升的开始年，又是国网新标准的制定和新产品的应用年，国网用电信息采集系统将采用统一通信标准的载波通信宽带

低速方式逐步代替第一轮改造大面积采用的窄带载波通信方式，随着新标准的不断制定和完善我国用电信息采集系统改造将

再上一个新台阶。由此国网深化了智能双向互动技术的研究，创新了智能电表双向互动方式，围绕用电信息采集系统2.0，

国网业务由AMR（智能电表自动采集系统）向AMI（高级计量架构）过渡，真正实现AMI体系。 

公司作为国内载波通信行业的领头企业，依托强大的研发能力，相继开发出电力线载波窄带低速、窄带高速、宽带低速、

宽带高速等系列载波通信芯片，广泛应用于智能电网领域，为国家电网、南方电网提供从通信芯片、通信模块到终端产品的

整体智能化解决方案。公司作为标准制定参与单位之一，全面配合研发了符合面向对象通信协议的通信模块和采集终端，积

极参与从主站、电表、终端、通信4个环节标准制定，重点在结合698标准推动宽带的推广与应用，实现互联互通，推进宽带

+微功率双模方案标准的发展，并在多个试点省份全面配合做好试点工作，为新一轮的智能电能表轮换做好了技术和标准储

备，并充分利用领先的宽带技术争取优先取得市场先机。 

（二）2017年上半年，公司持续加大在集成电路领域的研发投入，完成了“芯片、软件、终端、系统、信息服务”的集成

电路产业链布局，在继续改进和完善原有8位和32位MCU、各种电力线载波通信芯片、各种无线通信芯片、触摸芯片等产品

的基础上，上海东软载波微电子有限公司完成了安全芯片、蓝牙通信芯片、北斗前端定位芯片的研发任务，完善和丰富了通

用“MCU+射频收发芯片”生态系统，这不仅为打造物联网芯片平台奠定了基础，还进一步拓展了“电力线载波+无线（Wi-Fi、

蓝牙、微功率无线等）”多种通信方式相结合的融合通信解决方案，为智能电网、智能家居、智慧家电、智能安防等领域提

供了更完善、更丰富的产品和解决方案，有力地促进了融合通信技术在智能化领域的应用和发展。 

（三）2017年上半年，公司在智能化领域重点围绕智慧楼宇、智慧家庭两大类系统和产品进行开发。在PLC通信技术越

来越成熟稳定的前提下，采用融合通信技术，围绕智慧楼宇、酒店管理、智慧校园的智能化、节能减排为重点方向，采用跟

行业内知名厂家和客户合作研发的方式，将公司楼宇智能化产品投入到市场中去。在智慧家庭方面，随着国家对精装修房的

普及性要求，重点实现跟大型房地产商的技术合作，通过跟开发商的合作，准确把握房地产行业的用户需求，在智慧家庭方

面研发出多款满足用户需求的真正符合人工智能要求的智能化产品，完善了融合通信的智能化网络平台，促进智能化领域市

场的快速发展。 

     报告期内主要业绩驱动因素： 2017年正处于国家“智能电网”改造承上启下的关键阶段，是国网第一轮用电信息采集改

造的结束年，也是第二轮引领提升的开始年，存在着招标批次、招标数量不确定的因素，由于行业周期性的原因导致今年用

电信息采集产品供货期延后；2017年又是国网新标准的制定和新产品的应用年，国网用电信息采集系统将采用统一通信标准

的载波通信宽带低速方式逐步代替第一轮改造大面积采用的窄带载波通信方式，由于新标准尚在不断制定和完善中，导致了

新产品招标和应用的滞后。在市场竞争日益加剧的环境下，公司紧紧围绕企业发展战略及2017年经营目标，发挥技术创新战

略和技术营销优势，从产品研发、市场开拓、管理提升等多方面入手，以智能制造为基础，加强集成电路设计、国家电网、

物联网及智能化三个业务板块的协调发展，为国网智能化和物联网发展打下良好的市场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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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1）与上一会计期间财务报告相比，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说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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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上一会计期间财务报告相比，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更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本报告期内新增合并全资子公司一家。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审议并批准公司全资子公司上海东软载波微电

子有限公司使用自有资金在香港设立二级全资子公司，报告期内香港东软载波系统有限公司完成了相关注册登记手续，取得

了《公司注册证明书》和《商业登记证》。本报告期将香港东软载波系统有限公司纳入公司合并报告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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