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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300136                             证券简称：信维通信                             公告编号：2017-059 

深圳市信维通信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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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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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信维通信 股票代码 3001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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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杜敏 卢信 

办公地址 
深圳市南山区科技园科丰路 2 号特发信息

港大厦 A 栋北座 3 楼 

深圳市南山区科技园科丰路 2 号特发信息

港大厦 A 栋北座 3 楼 

电话 0755-36615880-8811 0755-36615880-8811 

电子信箱 ir@sz-sunway.com ir@sz-sunway.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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32,106,093.84 771,789,403.34 85.5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403,387,201.28 164,150,788.55 145.7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后的净利润（元） 
310,137,120.83 163,413,784.61 89.79%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336,303,057.61 103,764,565.13 224.10%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4151 0.1715 142.04%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4151 0.1715 142.04%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8.97% 11.18% 7.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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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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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823,086,377.03 3,163,204,173.64 20.8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2,307,367,081.29 1,923,118,547.29 19.98%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报告期末股东总数 22,8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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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彭浩 境内自然人 20.14% 197,900,400 172,108,800 质押 71,800,000 

创金合信基金－

招商银行－西藏

信托－西藏信托

－莱沃15号集合

资金信托 

其他 4.53% 44,552,168 44,552,168   

新余亚力盛投资

管理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4.28% 42,094,240 42,094,240 质押 42,090,000 

全国社保基金一

零八组合 
其他 2.76% 27,103,009    

于伟 境内自然人 2.48% 24,369,086    

深圳市创新投资

集团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1.92% 18,873,032 5,026,177   

招商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富国低

碳环保混合型证

券投资基金 

其他 1.81% 17,836,091    

DEUTSCHE 

BANK 

AKTIENGESEL

LSCHAFT 

其他 1.71% 16,779,951    

香港中央结算有

限公司 
境外法人 1.67% 16,447,299    

中国建设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兴

全社会责任混合

型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1.47% 14,444,326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

说明 

上述股东彭浩与其他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未知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

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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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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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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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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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智能手机的增长速度趋于放缓的市场环境下，公司近几年仍取得较大幅度业绩增长主要是完成了国

外竞争对手的天线、射频隔离器件等存量业务的转移，预计未来这一趋势仍会持续。另外，在通信领域3G

到4G到5G的演进过程中，不断更新升级的手机设计也会带来较大的业务发展机会，如全面屏、双摄像头、

无线充电等新设计的出现，都会给公司带来新的增量业务，特别是无线充电技术将是未来消费电子的重要

创新点，而公司在无线充电领域的提前布局将让公司充分享受无线充电时代的红利；而新的设计也让手机

内部结构布局也有较大变化，射频相关器件的实现工艺复杂程度也逐渐提升，如全面屏净空区域狭小对天

线设计能力提出更高要求，同时射频器件的单部手机价值量得到不断提高。 

目前，公司已经将产品从最初的2G\3G\4G天线拓宽至NFC、无线充电等新型天线及音/射频天线模组、

射频连接器、射频隔离器件和射频前端器件等多种高附加值种类。 

未来随着手机通信频段的增加和5G时代的到来，射频前端器件用量会越来越大，工艺难度也会越来越

高，为了把握5G时代射频前端的发展机会，除了加快自研的投入外，公司也通过资本项下的支出以解决关

键技术和先进生产工艺的获得和整合。比如报告期内，公司与中国电子科技集团公司第五十五研究所及其

旗下的德清华莹、中国电子科技集团公司第九研究所及其旗下的绵阳北斗等资本项下的支出都是公司获得

关键技术和先进生产工艺的重要举措。 

报告期内，按照既定战略目标，公司管理层积极进取，不断深化精益管理，持续优化组织结构和业务

流程；进一步倡导信维合伙人文化理念，完成新一期股权激励的限制性股票授予和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的

实施，打造多层次、全方位的薪酬激励制度，从而快速提升公司的整体竞争力。 

同时，公司积极围绕射频技术核心，不断夯实自身产品研发与制造能力，并主动开拓国际、国内市场，

在客户的市场份额不断的提升；另一方面，随着公司为客户服务的产品品类不断丰富，如解决整机EMC/EMI

的射频精密器件、精密五金零、部件以及新材料天线零部件如NFC、无线充电、无线支付模组等，为客户

提供全方位、一站式解决方案的服务，实现了收入来源的多元化。 

相对于下半年客户新品集中备货的旺季，上半年对于公司来说属于经营性淡季，但公司仍通过提升产

品的市场份额和拓宽客户端的产品品类，实现公司经营业绩的持续增长。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1,432,106,093.84元，比上年同期营业收入771,789,403,34元，增长85.56%；实现营业利润354,206,918.18元，

比上年同期营业利润181,567,030.19元，增长95.08%；实现归属于公司普通股股东的净利润为403,387,201.28

元，比上年同期净利润164,150,788.55元，增长145.74%，销售规模与营业利润大幅提升，实现了公司自2014

年以来营业收入与净利润的持续同比高速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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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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 

详见公司 2017 年半年度报告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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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期内公司以支付现金方式并购绵阳北斗电子有限公司，占股50%，已形成非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本报告期纳入合并范

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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