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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300211                             证券简称：亿通科技                            公告编号：2017-029 

江苏亿通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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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半年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报告的董事会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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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亿通科技 股票代码 3002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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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桂珍 殷丽 

办公地址 江苏省常熟市通林路 28 号 江苏省常熟市通林路 28 号 

电话 0512-52816252 0512-52816252 

电子信箱 wangguizhen@yitong-group.com yinli@yitong-group.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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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8,775,444.29 121,415,282.68 -35.1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2,729,044.06 6,850,347.49 -60.1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后的净利润（元） 
2,265,235.63 6,268,680.17 -63.86%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7,205,631.46 -6,390,471.40 212.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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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090 0.0226 -60.18%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090 0.0226 -60.18%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0.55% 1.37% -0.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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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62,827,368.19 584,550,553.08 -3.7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499,906,213.81 500,203,929.48 -0.06%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报告期末股东总数 11,8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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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振洪 境内自然人 48.40% 146,506,073 109,879,555 质押 33,000,000 

周晨 境内自然人 2.82% 8,550,085    

周爽 境内自然人 2.05% 6,217,100    

李欣 境内自然人 2.03% 6,129,331    

马晓东 境内自然人 2.02% 6,123,329  质押 2,280,000 

王桂珍 境内自然人 1.85% 5,584,792 4,188,592   

周宇光 境内自然人 1.80% 5,460,300    

中央汇金资产管

理有限责任公司 
国有法人 1.58% 4,768,430    

黄鑫虹 境内自然人 1.21% 3,672,600    

高圆 境内自然人 1.01% 3,062,302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

说明 

上述股东中，王振洪和王桂珍为夫妻关系属于一致行动人；周晨与李欣为一致行动人。

除此之外，公司未知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知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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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公司股东周晨除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 0 股外，还通过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

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 8,550,085 股，合计实际持有 8,550,085 股。 

2、公司股东李欣除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 0 股外，还通过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 6,129,331 股，合计实际持有 6,129,331 股。 

3、公司股东黄鑫虹除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 0 股外，还通过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

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 3,672,600 股，合计实际持有 3,672,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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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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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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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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月份公司实现营业收入为7877.54万元，较上年同期下降35.12%；；实现营业利润为252.07万元，较上年同期

下降66.72%；实现利润总额为303.52万元，较上年同期下降63.25%；归属于普通股股东的净利润为272.90万元，较上年同期

下降60.16%；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为720.56万元，比去年同期增加212.76%。报告期内，公司主营业务经营情况如

下： 

（1）CATV网络设备业务情况：报告期内，该类设备总体市场销售量较上年同期下降较大，新市场区域占有率拓展不大；

另行业内因市场竞争加剧导致招投标价格持续下降。该类业务本报告期内实现收入5875.67万元，比去年同期下降35.52%，

实现毛利1029.90万元，比去年同期下降52.59%。具体光传输设备、同轴电缆设备以及下一代网络设备情况为： 

① 有线电视网络光传输设备（包括光工作站、光发射机、光接收机、光放大器等系列）随着广电运营商网络方案布局

的调整，该类产品销售量比去年同期下降49.96%，实现收入1960.56万元，比去年同期下降38.14%，占主营业务收入比重为

25.08%。 

②同轴电缆网络设备（主要包括干线放大器、分支分配器等无源器件）随着“光进铜退”市场需求量萎缩。报告期内，有

线电视电缆传输设备销售实现收入643.30万元，比去年同期下降28.83%，占主营业务收入比重为8.23%。 

③下一代有线电视网络设备市场总体市场销售量比去年同期下降2.07%，另外因受市场销售价格连续下降的影响，该类

产品实现收入共为3271.82万元，比去年同期下降35.07%，占主营业务收入比重为41.86%。公司结合广电行业网络建设需求

继续积极推广CMC产品、家庭互联产品、EOC设备、数字光工作站及光纤FTTH等下一代有线电视网络设备。其中，随着部

分广电运营商CMC产品市场需求量的增长，公司 C-DOCSIS技术的Cable Modem产品得到较好增长，该产品销售量比去年同

期增长21.87%，实现收入为961.36万元，比去年同期增长80.21%；数字光工作站、EOC设备以及ONU等设备国内市场销售

量比去年同期增长5.45%，实现收入为2248.31万元；下一代有线电视网络设备国外市场实现出口销售收入为62.15万元，比

去年同期下降84.49%，主要原因为出口量减少以及尚未履行完毕的订单交期延缓。 

2017年1-6月份公司CATV网络设备的总体毛利率与去年同期相比呈持续下降，公司将通过加强市场营销拓展力度、降

本增效、结构优化、提高产品性能等措施控制因毛利率下降带来的风险。 

（2）视频智能化监控工程业务情况：公司目前智能化监控工程项目主要是采用广电双向数字网改造成果技术，采用以

政府买服务方式为主进行复制推广。1-6月份公司智能化监控工程（含通信工程、弱电工程和社会面监控工程）实现收入共

1940.33万元（含大连分公司），比去年同期下降33.27%；实现毛利540.25万元，比去年同期下降47.41%。其中智能化监控

工程中的弱电工程因受实施进度、外部审计、竣工验收、施工环境等因素影响，实现收入比去年同期减少。社会面智能化监

控工程随着15000个端点的升级服务以及部分新增端口的实施，报告期内实现收入为1400.85万元，与上年同期基本持平。 

（3） 业务分区域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营业收入主要集中在境内各广电运营商，各区域间由于外部环境、网络建设进展及运营商阶段性采购等

不同，出现的增减幅度也有一定差异。其中华中区域因双向网改造设备及光纤到户产品需求量上升，公司FTTH产品以及双

向网改设备在华中地区销售量实现较好的增长，实现营业收入928.49万元，与去年同期相比增长102.98%；华东区域与东北

区域分别实现收入4829.49万元、976.02万元,占公司主营业务收入比重分别为61.79%、12.49%；华南、华北、西南及西北地

区因受广电双向网改造进度及广电增值业务开展的阶段性影响，受市场销售量下降和市场售价下降的影响，实现销售收入比

去年同期分别下降75.51%、71.45%、23.17%、1.18%。 

（4）报告期内，公司根据未来市场销售及广电运营商网络维护要求，通过软件升级、功能完善以及工艺改进等提升产

品性能以降低维护支出。报告期内销售费用、管理费用、财务费用三项期间费用为1321.83万元，比去年同期下降36.68%。 

2、技术研发：报告期内，公司研发项目投入484.48万元，占营业收入的比重为6.15%。报告期内公司正在研发的 “基于

三网融合的光纤入户多媒体一体化终端”、“基于AV2.0技术的同轴电缆高速双向数据传输系统”、基于多平台协同处理的广电

网络综合运维管理系统”等项目积极开展；“可管理高功率WIFI热点”、“基于MoCA1.1+标准的同轴以太网传输产品”、“基于

无源光纤网络的多媒体信息传输模块”、“基于电力线网络的家庭以太网数据传输系统”、“基于同轴电缆网络的家庭以太网低

频传输系统”等项目正处于小批量试制阶段。上半年公司积极参与千兆同轴宽带接入HiNOC 2.0技术的研发，并参与江苏有

线HiNOC试点验收工作。技术研发结合广电运营商网络发展需求不断通过设计优化、结构优化、性能升级、功能提升等方

法来进一步加强市场的核心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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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市场拓展：公司积极参与CCBN2017中国国际广播电视信息网络展览会以及德国科隆有线电视展览会，加强产品技

术交流及市场推广工作，积极寻求后续市场拓展。市场继续“以客户为中心，市场开拓为重点”在保持稳定原有客户市场的情

况下重点围绕三网融合试点城市开拓新客户。上半年公司中标入围北京歌华、重庆、中广有线、山东、湖南、湖北、福建、

浙江等地区的光设备、EOC设备等产品，目前已根据客户采购需求逐步开始供货。 

智能化监控工程方面利用广电行业多年的客户资源优势和技术优势，持续积极拓展基于有线电视网络技术之上的社会治

安动态视频监控工程服务和方案解决，为公司后续稳定持续发展奠定了较好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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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财政部修订公布的《企业会计准则第16号——政府补助》（财会[2017]15号），公司对2017年1月1日起取得的政府补助

采用未来适用法处理，对2017年1月1日至准则施行日之间新增的政府补助根据该准则进行调整。公司将2017年1月1日至2017

年6月30日收到的与企业日常活动相关的政府补助31,200.50元从“营业外收入”调整至“其他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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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报告期无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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