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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194                               证券简称：武汉凡谷                           公告编号：2017-051 

武汉凡谷电子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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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武汉凡谷 股票代码 0021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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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邹堃 李珍 

办公地址 武汉市江夏区藏龙岛科技园九凤街 5 号 武汉市江夏区藏龙岛科技园九凤街 5 号 

电话 027-81388855 027-81388855 

电子信箱 fingu@fingu.com fingu@fingu.com 

2、主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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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91,597,215.05 911,409,071.49 -13.1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234,411,300.90 4,820,506.79 -4,962.7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的净利润（元） 
-270,207,088.33 3,730,321.63 -7,343.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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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327,104,703.20 -171,080,268.48 -91.20%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4151 0.0087 -4,871.26%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4151 0.0087 -4,871.26%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2.47% 0.24% -12.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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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39,197,585.01 2,550,531,419.38 -4.3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1,763,272,702.07 1,997,693,976.77 -11.73%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35,1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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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孟庆南 境内自然人 28.99% 163,672,000 0   

王丽丽 境内自然人 28.10% 158,672,000 0   

孟凡博 境内自然人 8.03% 45,340,200 34,005,150   

王凯 境内自然人 2.20% 12,431,801 0   

深圳市架桥资产管理

有限公司－深圳市架

桥富凯九号股权投资

企业（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人 1.56% 8,789,722 8,789,722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华夏新经济灵活

配置混合型发起式证

券投资基金 

境内非国有法人 0.99% 5,617,013 0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

限责任公司 
国有法人 0.88% 4,996,400 0   

太平洋证券－工商银

行－太平洋证券共赢

1 号分级集合资产管

理计划 

境内非国有法人 0.64% 3,630,000 0   

黄勇 境内自然人 0.60% 3,401,500 0   

上海富诚海富通资产

－海通证券－富诚海

富通稳胜共赢十七号

专项资产管理计划 

境内非国有法人 0.39% 2,192,000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公司实际控制人孟庆南先生、王丽丽女士为夫妻关系。孟凡博先生系孟庆南先生与

王丽丽女士之子；王凯先生系王丽丽女士之弟。王丽丽女士、孟凡博先生通过“上

海富诚海富通资产－海通证券－富诚海富通稳胜共赢十七号专项资产管理计划”持

有公司股份 2,192,000 股。公司未知上述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知

是否属于《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明（如有）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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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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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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情况 

2017年以来，受通信行业周期性特点及运营商网络建设放缓的影响，公司产销量较上年同期相比均有所下降，同时由

于行业内竞争加剧，公司主要产品的销售价格近年来一直处于下降趋势，导致报告期公司营业总收入较上年同期下降13.15%

（扣除处置关东科技园投资性房地产计入其他业务收入的金额3,626.81万元后，公司2017半年度营业收入为75,532.91万元，

较上年同期下降17.13%）。 

报告期内，为应对业绩下滑的局面，公司在组织架构改革、信息化升级、自动化改造、精益改善以及预算控制等方面

采取了一些措施，但由于公司近年来投入的固定资产、人力、物料等生产资源未能带来产能释放，导致单位产品的成本仍然

较高。同时报告期内为减员增效、优化公司人员结构，列支了1,700余万元的员工离职补偿金。 

受上述因素综合影响，报告期内，公司经营业绩同比上年有较大下降。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总收入为79,159.72万元，相比上年同期91,140.91万元下降了13.15%，；营业利润为-23,571.55

万元，相比上年同期1,488.10万元下降了1684.01%；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23,441.13万元，相比上年同期482.05万

元下降了4962.79%。 

（二）业绩改善措施 

为了应对业绩下滑的局面，公司经营层在董事会的领导下，围绕扭亏计划，主要开展了如下业绩改善措施： 

组织结构和绩效评价机制改革：报告期内，公司产品线运营管理模式正式落地，确定了产品线运营管理架构及权限管

理规则，设置了运营评价关键项目，如产品线运营评价、库存管理、产品结构调整、成本降低等目标，并且每月对前述目标

的完成情况进行评审。 

信息系统升级：公司在2016年底开始部署全球领先的SAP系统，报告期内， SAP系统的单元测试和集成测试已经完成，

测试脚本和测试报告均已经编制完毕存档，关键用户的培训已经全部完成，由关键用户编制的最终用户的操作手册也已经完

成。但因基础数据需要进一步完善，故新的SAP系统仍处于等待切换上线的状态。 

成本控制：报告期内，公司加强成本管理和预算管理工作，初步建立了以产品线为主体的核算模式，成本控制已渗透到

公司各业务环节，重点采取了保证设备利用率、提升员工生产效率、优化与改进工艺、控制管理费用、控制物料成本等措施。 

新业务布局：报告期内，公司已在5G领域与客户进行联合研发和专利布局，并有小批量的产品交付，以配合客户进行

不同应用场景的5G测试；为了提升产品产出效率及质量，公司对第三代自动化产线的关键技术进行攻关，从装配、调试、

测试等方向进行了深入研究并积累了丰富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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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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上一会计期间财务报告相比，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本集团合并财务报表范围包括武汉德威斯电子技术有限公司、鄂州富晶电子技术有限公司等10家全资子公司以及1家全

资孙公司（即由子公司香港凡谷投资设立的瑞典凡谷），其中本期新设了1家全资子公司，即武汉衍煦微电子有限公司(截止

2017年6月30，该子公司注册资金尚未拨付)，比上年度合并财务报表范围的9家子公司增加1家。 

 

 

武汉凡谷电子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  孟凡博 

二〇一七年八月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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