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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0889          证券简称：茂业通信          公告编号：2017-74 

 

茂业通信网络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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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者应当到证监会指定媒体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文。 

2、所有董事亲自出席了审议本次半年报的董事会会议。 

3、非标准审计意见提示 

□ 适用  √ 不适用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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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公司计划不派发现金红利，不送红股，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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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茂业通信 股票代码 0008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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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焦海青 张海英 

办公地址 秦皇岛市河北大街 146号金原国际商务大厦 27层 

电话 0335—3733868 0335—3280602 

电子信箱 hqjiao@sohu.com haiyingduo@163.com 

 

2、主要财务数据和财务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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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68,066,561.62 890,191,726.23 -2.4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107,807,126.95 127,871,058.04 -15.6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

净利润（元） 
107,962,016.75 125,756,588.02 -14.15%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124,272,699.02 -72,939,530.92 -70.38%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734 0.2056 -15.66%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734 0.2056 -15.66%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4.30% 5.53% 减 1.23个百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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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15,066,318.45 2,989,901,779.61 0.8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2,562,640,241.36 2,454,833,114.41 4.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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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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3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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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孝昌鹰溪谷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人 23.86 148,360,844 148,360,844 质押 90,000,000 

中兆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22.20 138,074,832 0 质押 138,000,000 

深圳通泰达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人 11.26 70,000,000 0   

上海峰幽投资管理中心(普通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人 4.25 26,445,783 26,445,783 质押 26,445,783 

深圳茂业百货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2.00 12,436,095 0   

秦皇岛市国有资产经营控股有限公司 国家 1.89 11,742,341 0   

国联安基金-民生银行-国联安-乐信 1号资

产管理计划  1.77 10,988,445 0   

云南国际信托有限公司-睿赢 109 号单一

资金信托  0.84 5,226,179 0   

李辰婕 境内自然人 0.56 3,500,000 0   

周云洲 境内自然人 0.55 3,400,500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中兆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和深圳茂业百货有限公司存在关联关系是一致行动人，孝

昌鹰溪谷投资中心(有限合伙)和上海峰幽投资管理中心(普通合伙)是一致行动

人，除此之外未发现上述其他股东之间存在关联关系或是一致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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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控股股东名称 无控股股东 

变更日期 2017年 01 月 25日 

指定网站查询索引 

临时报告名称(编号) 指定网站披露日期 指定网站名称 

关于公司股东持股变动情况的提示性公告 (2017—03) 2017—01—12 
巨潮资讯网 

关于公司股权完成过户公告 (2017—08) 2017—01—25 

 

实际控制人报告期内变更 

√ 适用   □ 不适用 

新实际控制人名称 无实际控制人 

变更日期 2017年 01 月 25日 

指定网站查询索引 与上述“控股股东报告期内变更”内容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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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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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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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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是  √ 否 

 

(1) 报告期公司主营业务信息智能传输、通信网络维护实现营业收入81,554.41万元，同比降幅5.40%，

较 2017 年一季度的同比降幅 12.14%有所收窄。报告期公司营收有所下降，是经营过程中的正常波动。期

后，公司将平衡好信息智能传输业务客户结构，根据互联网、金融等客户的短信费用及支付情况，均衡拓

展更多客户，同时按照现有合同保障通信网络维护业务收入，开展与通信网络维护业务相关的或能承担的

其他业务，继续努力增加主要业务收入，促进公司 2017 年度营业收入实现增长。 

(2) 报告期公司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简称净利润)同比降幅 15.69%，若剔出不可比因

素：上年同期按约定收到 2015 年重大资产出售秦皇岛茂业控股有限公司 100%股权时，应收交易款而转回

的坏账准备 3,514.69 万元(增加上年同期净利润 2,636.02 万元)，报告期公司净利润同比实际增长 6.20%。

公司净利润的增长是因信息传输业务凭借规模、技术、服务优势，与运营商合作，寻求优价短信通道使得

采购成本有所下降、盈利能力有所提升。 

(3) 公司主业所处通信技术服务行业将继续受到宏观政策支持，行业发展保持健康势头，公司将以更

好的技术和服务水平，与通信运营商保持优良的合作，稳定现有客户、拓展新客户，采取措施控制成本、

费用，应对信息智能传输业务客户和通信网络维护业务客户有意控制支出、限制短信和网络维护价格的影

响，努力完成公司 2017年经营计划及目标，实现主营业务的营收和盈利的增长。 

(4) 公司正在实施重大资产重组，拟收购所属行业为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的、北京中天

嘉华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100%股权，以增强公司业务在行业中的竞争力，促进通信技术、互联网的融合和业

务长期健康发展，打造领先的信息技术企业。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正在积极推进中，相关各方正在就交易方

案、交易文件进行协商和确认。有关本次重大资产重组进展情况的查询索引可见半年度报告正文第五章“十

五、其他重大事项的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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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止 2017 年 6 月 30 日，公司全资子公司北京创世漫道科技有限公司于 2017 年 2 月新设立的、持有

100%股权的新疆创世漫道科技有限公司，已经被纳入公司合并范围。 

 

 
茂业通信网络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7年8月29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