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公司代码：600562                              公司简称：国睿科技 

 

国睿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一 重要提示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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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者应当到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等中国证监会指定媒体上

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文。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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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会议。 

 

4 本半年度报告未经审计。 

 

5 经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无 

二 公司基本情况 

2.1 公司简介 

公司股票简况 

股票种类 股票上市交易所 股票简称 股票代码 变更前股票简称 

A股 上海证券交易所 国睿科技 600562 高淳陶瓷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薛海瑛 罗欣 

电话 025-52787052 025-52787086 

办公地址 南京市江宁经济开发区将军

大道39号 

南京市江宁经济开发区将军大

道39号 

电子信箱 dmbgs@glarun.com dmbgs@glarun.com 

 



2.2 公司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

末增减(%) 

总资产 2,351,866,378.15 2,445,455,968.61 -3.83 

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净资产 

1,698,272,039.63 1,687,916,136.29 0.61 

 本报告期 

（1-6月）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

增减(%) 

经营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量净额 

-20,900,245.21 -65,792,832.11 68.23 

营业收入 440,383,766.69 440,269,894.97 0.03 

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净利润 

78,910,229.80 83,263,462.88 -5.23 

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

润 

75,835,170.89 81,323,458.70 -6.75 

加权平均净资产

收益率（%） 

4.57 8.01 减少3.44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

／股） 

0.16 0.18 -11.11 

稀释每股收益（元

／股） 

0.16 0.18 -11.11 

 

 

2.3 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 股 

截止报告期末股东总数（户） 27,043 

截止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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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股份数量 

中国电子科技集团公司

第十四研究所 

国有

法人 

26.48 126,754,884 44,021,124 无   

国睿集团有限公司 国有

法人 

19.02 91,043,755 91,043,755 无   

宫龙 境内

自然

人 

4.14 19,837,854   无   



全国社保基金一零八组

合 

其他 1.78 8,500,019   未知   

南京紫金资产管理有限

公司 

其他 1.62 7,754,705   未知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鹏华中证国防指

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1.57 7,524,170   未知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富国中证军工指

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1.22 5,852,608   未知   

中华联合财产保险股份

有限公司－传统保险产

品 

国有

法人 

1.00 4,806,151 4,806,151 未知   

南方工业资产管理有限

责任公司 

国有

法人 

1.00 4,806,151 4,806,151 未知   

全国社保基金一零三组

合 

其他 0.84 3,999,577   未知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

说明 

国睿集团有限公司为中国电子科技集团公司第十

四研究所的全资子公司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

数量的说明 

- 

 

 

 

2.4 截止报告期末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前十名优先股股东情况表 

□适用 √不适用 

2.5 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适用 √不适用 

 

2.6 未到期及逾期未兑付公司债情况 

□适用 √不适用 

 

三 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3.1 经营情况的讨论与分析 

报告期内，公司围绕年度目标，抓好生产经营工作，强化内部运营管理，努力做

好上半年的各项工作。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44,038.38 万元,基本与去年同期持

平；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 7,891.02 万元，同比下降 5.23%。报告期内

营业收入基本稳定，净利润略有下滑，主要原因是报告期内营业收入结构有所变化，

毛利率偏低的轨道交通信号系统收入占公司总收入的比重较去年同期增加。 



（一）各领域的业务发展情况 

1、雷达及相关系统 

2017 年是“十三五”的第二年，雷达行业用户基本在完成“十二五”项目的收尾

工作，上半年公司积极跟踪市场项目信息，努力拓展业务领域，业务开展取得如下进

展： 

气象雷达方面，公司中标了常州、南宁等多地的风廓线雷达项目和肇庆的天气雷

达项目，取得了银川机场风廓线雷达项目和祁连机场天气雷达项目。 

空管雷达方面，公司获得民航一次监视雷达（GLC-33 型）设备使用许可证，为公

司开拓一次监视雷达市场提供了重要的资质保障；完成杭锦旗、博鳌二次雷达项目的

现场验收；完成新疆、西南、华东移动二次雷达项目的现场校飞工作。 

气象应用系统方面，完成了面向省、市两级气象部门的气象预报业务一体化平台

的研发与交付，完成了民航大型气象预报系统和气象服务系统的策划与设计工作，为

公司在民航气象领域和气象服务领域的拓展奠定了基础。 

2、轨道交通信号系统 

公司在 2016 年中标了宁高城际二期、南京地铁 2 号线增购项目等多条地铁项目，

报告期相关项目进入集中供货阶段，本期轨道交通板块营业收入较去年同期实现较大

幅度增长。 

报告期内公司积极开拓市场，成功中标哈尔滨 1 号线三期工程信号系统总包、常

州 1 号线一期乘客信息系统总包和南京宁高城际车辆段计算机联锁集成项目，其中常

州为新城市市场。公司信号系统技术水平进一步提升，自主化有人驾驶 CBTC 系统产

品开始进行示范项目应用，并积极推进无人驾驶 CBTC 系统的发展。 

3、微波器件 

微波器件方面，公司扩大了军用配套市场的用户范围，但受主要客户的订单执行

计划影响，上半年任务量不足，总订单量较去年下降，预计下半年情况会逐渐好转。

民用通信领域业务稳步开展，新产品开发能力增强，为将来的业务开展奠定了基础。

公司的有源器件及组件已形成产品开发能力，并开始为用户提供项目产品。 

4、特种电源 

特种电源方面，公司根据行业需求，进一步加大重点产品的研发力度，为后期市

场发展打下基础。报告期内，公司能源模块项目完成了单模块样机的性能验证；成功

申报了国家重点研发计划“X 波段高稳定性小型化放射源模块”项目，有利于提升公

司整体技术创新水平。 

（二）综合管理 

报告期内，公司继续推行以战略为导向的全面预算管理，加强预算目标的分解，

明确责任，合理配置资源，保障公司年度目标的完成；进一步完善相关内控制度和流

程，提升精细化管理水平；加强人力资源管理，完善激励约束机制。 

 

3.2 与上一会计期间相比，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原因及

其影响 

√适用 □不适用 

2017 年 5 月 10 日，财政部发布了《关于印发修订<企业会计准则第 16 号—政府

补助>的通知》（财会[2017]15 号），自 2017 年 6 月 12 日起施行。根据上述会计准则

的要求，公司对会计政策相关内容进行相应调整。 

根据财政部修订的《企业会计准则第 16 号—政府补助》要求，公司修改了财务



报表列报，将与日常活动有关且与收益有关的政府补助，从利润表“营业外收入”项目

调整为利润表“其他收益”项目单独列报，该变更对公司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现金流

量无重大影响。 

 

3.3 报告期内发生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更正金额、原因及其影响。 

□适用 √不适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