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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383                           证券简称：合众思壮                         公告编号：2018-094 

北京合众思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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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合众思壮 股票代码 0023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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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左玉立 宋晓凤 

办公地址 北京市大兴区科创十二街 8 号院 北京市大兴区科创十二街 8 号院 

电话 010-58275015 010-58275015 

电子信箱 DongMi@UniStrong.com DongMi@UniStrong.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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07,616,216.56 636,363,207.97 278.3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180,236,587.39 50,289,189.83 258.4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的净利润（元） 
156,296,845.58 47,335,325.93 23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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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405,541,884.20 -499,357,879.66 18.79%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2426 0.0686 253.64%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2415 0.0686 252.04%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4.78% 1.43% 3.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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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000,739,115.39 8,327,196,057.04 8.0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3,846,315,352.16 3,696,758,850.13 4.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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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5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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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郭信平 境内自然人 38.94% 289,264,422 216,948,316 质押 231,300,000 

王世忱 境内自然人 3.41% 25,314,057 0   

上海爱建信托

有限责任公司

－爱建信托－

重阳 1 号证券

投资事务管理

类单一资金信

托 

其他 3.35% 24,888,450 0   

李亚楠 境内自然人 3.04% 22,556,751 0   

靳荣伟 境内自然人 2.35% 17,484,949 16,693,302 质押 9,320,000 

中国工商银行

－博时第三产

业成长混合型

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1.21% 9,009,914 0   

高春雷 境内自然人 1.11% 8,215,216 0   

中铁信托有限

责任公司－中

铁信托·合众思

壮高管增持 1

号集合资金信

托计划 

其他 1.10% 8,200,000 0   

郭四清 境内自然人 1.00% 7,450,246 6,135,498   

白素杰 境内自然人 0.78% 5,773,776 5,773,776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

的说明 

公司未知前十名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知是否属于《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

法》中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

明（如有） 

王世忱除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本公司股票 16,186,979 股外，还通过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

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本公司股票 9,127,078 股，实际合计持有本公司股票

25,314,057 股；高春雷除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本公司股票 721,600 股外，还通过大通证

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本公司股票 7,493,616 股，实际合计持有

本公司股票 8,215,216 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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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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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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期内，公司继续强化重点行业领域的业务拓展，进一步加强高精度核心产品技术的发展，以及重点行业领域的产

品竞争力和市场竞争力，取得了较好的业务进展。2018年上半年度，公司实现营业收入2,407,616,216.56元，较2017年同期营

业收入636,363,207.97元，上升278.34%，北斗高精度、北斗移动互联、时空信息和通导一体化业务均获得了较好的发展。随

着公司在上述业务方向上产业布局的进一步完成，公司各业务板块的竞争力不断加强，产业布局逐渐完善，公司业务将实现

快速增长。 

报告期内，公司进一步强化北斗高精度应用领域的产品和市场开拓。通过国、内外多品牌和渠道拓展，强化产品市场

竞争力，测量测绘业务取得了较为明显的业绩增长。在精准农业业务领域，公司与国内、外多家前装拖拉机知名厂商展开产

品战略合作，拓展精准农业产品市场，取得了一定的业务进展。公司布局数字化施工机械控制业务板块，2018年上半年取得

了较好的业务进展。精准农业和机械控制业务目前在业务导入期，产品具备国外产品替代优势，未来在国内、外市场均有较

强的业务增长潜力。报告期内，公司高精度核心芯片和板卡技术不断优化，在测量测绘、精准农业、机械控制、机器人、无

人机、驾考等领域进行了广泛的应用，板卡业务取得了较好的增长，对于强化公司在高精度领域的产品竞争力和高精度业务

的盈利能力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报告期内，公司进一步强化北斗移动智能终端的产品开发与市场拓展，重点加强公共安全和民用航空领域的时空信息

“云+端”解决方案。在产品开发方面，进一步加强移动互联产品的高精度解决方案，未来将通过中国精度的网络信号实现差

分服务，进一步提升公司在移动互联产品领域的竞争力。报告期内，公司重点强化智能终端海外市场的开发，取得了一定的

进展。与此同时，公司不断强化公共安全和民用领域的信息化服务能力，竞争力进一步得到了提升，系统和软件收入获得了

较大的增长。 

报告期内，公司积级整合空间信息领域的相关资源，拓展地理信息测绘和空间数据获取业务，以及时空大数据平台的

发展和重点行业领域的应用，布局北斗时间在各领域的应用，强化“中国位置”、“中国精度”的应用和拓展。进一步强化了时

空信息领域的应用与发展。时空信息应用仍在产业培育阶段，目前业务发展较为平稳。 

     报告期内，公司强化通导一体化业务领域的市场拓展，有效把握市场发展机遇，业务订单获得了强劲的增长，仅自组网

业务，2018年1-6月份累计签署订单2,501,411,280元，为公司业绩的高速增长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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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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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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报告期无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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