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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148                           证券简称：北纬通信                           公告编号：2017-045 

北京北纬通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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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纬通信 股票代码 0021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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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黄潇 冯晶晶 

办公地址 北京市海淀区首体南路 22号国兴大厦 5层 北京市海淀区首体南路 22号国兴大厦 5层 

电话 010-88356661 010-88356661 

电子信箱 ir@bw30.com ir@bw3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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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1,286,978.55 139,605,902.40 108.6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77,654,607.96 22,591,871.08 243.7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的净利润（元） 
61,404,236.60 20,024,162.06 206.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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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106,674,384.07 15,158,572.81 603.72%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4 0.09 55.56%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4 0.09 55.56%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6.90% 2.20% 4.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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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35,596,779.06 1,222,721,130.71 9.2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1,143,095,586.36 1,091,417,837.82 4.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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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3,3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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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傅乐民 境内自然人 21.08% 119,613,584 89,710,187 质押 35,640,000 

彭伟 境内自然人 3.88% 21,987,403 16,490,551   

许建国 境内自然人 3.58% 20,283,309 15,212,481   

屠文斌 境内自然人 1.76% 10,000,000 0   

施玉庆 境内自然人 1.25% 7,097,000 0   

郑永孝 境内自然人 0.52% 2,930,160 0   

中央汇金资产

管理有限责任

公司 

国有法人 0.45% 2,581,260 0   

茅贞勇 境内自然人 0.41% 2,344,496 0   

北京云土投资

管理有限责任

公司－云土 1

期私募证券投

资基金 

境内非国有法

人 
0.41% 2,313,900 0   

贾真 境内自然人 0.36% 2,046,200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

的说明 
无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

明（如有） 

屠文斌通过投资者信用账户持有公司股票 10,000,000 股；施玉庆通过投资者信用账户持有

公司股票 7,097,000 股；茅贞勇通过投资者信用账户持有公司股票 2,344,496 股；贾真通过

投资者信用账户持有公司股票 1,400,000 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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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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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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年，公司持续深化业务转型升级，各项业务实现稳定发展，营业收入和盈利水平提升明显。公司本期实现营业收入

29128.70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108.65%；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7765.46万元，同比增长243.73%。各项重点

业务发展情况如下： 

报告期内，面对运营商省级业务调整，公司积极拓展运营商各大基础业务基地的合作资源，通过扩大业务内容以减少政

策变化带来的影响，重点推出“企业彩铃中心”公众服务产品，建立中小企业彩铃服务体系，业务收入实现回升，同比增长

9.74%。下半年将加强与第三方优质资源合作，继续扩大与运营商合作基地的业务合作范围，规模推广“企业彩铃中心”产品，

通过用户积累实现收入增长。 

报告期内，公司继续发挥自己的竞争优势专注国际精品游戏的中国区发行，与知名游戏制作商King、EA、Rovio展开合

作，代理运营的《糖果苏打传奇》、《心跳宝石》运营稳定，优质IP游戏《模拟城市：我是市长》市场表现良好，获得多渠

道重点推荐，上线至今下载量突破4000万，游戏业务收入较上年同期大幅增长209.84%。下半年，在游戏代理类型方面，将

不局限于休闲类游戏，计划尝试中重度游戏运营。 

报告期内，公司不断丰富虚拟运营商业务模式，面对流量市场持续出台的提速降费等多项政策，及时调整业务策略，将

发展重心由全网业务转向全网+分省业务，取得较好成效，收入实现平稳增长。下半年，公司将继续发挥自身优势，关注差

异化产品，在重点省份加紧推进业务，并在物联网相关业务上加强投入，为拓展新利润增长点打好基础。 

报告期内，移动互联网航空业务发展顺利，巩固与四川航空、海南航空合作的同时，注重国内外航空公司客户拓展。与

亚洲航空签署《主要服务协议》，并于近期与河北航空达成咨询项目合作意向。下半年，移动互联网航空业务将进一步深化

与现有客户的合作，逐步扩大合作领域，提升北纬在移动互联网航空业务方面的竞争力与知名度。 

报告期内，北纬国际中心招商工作高效推进，整体入驻率达到80%以上，收入和盈利显著增长。下半年，将积极拓展招

商业务，争取实现95%的入驻率，并进一步完善系统化标准化的中心运营和管理体系。 

另外，公司在二季度将持有的杭州掌盟21.68%的股权进行转让，收益计入本报告期，增厚公司部分业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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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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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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报告期无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 

 

 

 

北京北纬通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傅乐民    

                                                                                                                                                                                                 

2017年8月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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