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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300565                           证券简称：科信技术                           公告编号：2018-050 

深圳市科信通信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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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科信技术 股票代码 3005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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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亚坤 吴坚志 

办公地址 
深圳市光明新区公明办事处塘家社区高新

科技园汇业路南科信小区第 1 栋 

深圳市光明新区公明办事处塘家社区高新

科技园汇业路南科信小区第 1 栋 

电话 0755-29893456-8852 0755-29893456-8852 

电子信箱 szkexin@szkexin.com.cn szkexin@szkexin.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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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溯调整或重述原因 

会计差错更正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

期增减 

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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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业收入（元） 297,502,790.33 293,012,566.55 293,012,566.55 1.5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17,249,268.20 27,313,334.98 27,313,334.98 -36.8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后的净利润（元） 
8,878,713.83 27,090,999.68 19,557,319.41 -54.60%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89,913,362.51 13,927,756.50 13,927,756.50 -745.57%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8 0.17 0.1301 -38.46%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8 0.17 0.13 -38.46%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2.30% 3.73% 3.73% -1.43%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

度末增减 

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后 

总资产（元） 1,031,374,131.86 1,105,304,651.21 1,105,304,651.21 -6.6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739,434,793.08 746,185,524.88 746,185,524.88 -0.90% 

注：01 报告期内公积金转股而增加公司总股本，但不影响股东权益金额，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按最新股本调整并列

报基本每股收益。 

会计政策变更的原因及会计差错更正的情况 

公司在编制 2017 年半年度报告时，将政府补助-贷款贴息收入和银行理财产品收益放在经常性损益中反映，根据审计机构意

见，该类业务产生的收益应在非经常性损益中反映，因此对《2017 年半年度报告》中“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后的净利润进行调整，公司第二届董事会 2018 年第一次会议已对该事项进行审议更正，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巨潮资讯

（http://www.cninfo.com.cn）披露的《关于公司前期会计差错更正的公告》（公告编号：2018-024）。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报告期末股东总数 25,0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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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锋峰 境内自然人 14.14% 29,403,036 29,403,036 质押 9,175,920 

陈登志 境内自然人 12.63% 26,277,420 26,277,420 质押 4,264,000 

深圳市众恒兴投

资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9.82% 20,428,200 20,428,200   

曾宪琦 境内自然人 9.46% 19,679,088 19,679,088 质押 9,178,000 

唐建安 境内自然人 5.57% 11,575,980 11,575,980 质押 8,073,000 

花育东 境内自然人 4.73% 9,839,544 9,839,544 质押 3,481,270 

深圳市珠峰基石

股权投资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人 4.16% 8,642,740 0   

吴晓斌 境内自然人 3.95% 8,219,016 8,219,016 质押 4,777,760 

赵英姿 境内自然人 3.17% 6,598,332 6,598,332 质押 5,587,270 

欧阳星涛 境内自然人 2.00% 4,167,384 4,167,384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

说明 

张锋峰女士、陈登志先生和曾宪琦先生，该三人为一致行动人，为公司的控股股东、实

际控制人，截至报告期末，三人直接持有公司 36.23%的股份，通过深圳市众恒兴投资有

限公司间接持有公司 3.28%的股份，合计持有公司 39.51%的股份。 

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参与融资融券

业务股东情况说明（如有） 

公司股东陈祎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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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51,541

股，实际合计持有 451,541 股。公司股东焦向辉通过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

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 436,300 股，实际合计持有 436,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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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作为通信网络基础设施解决方案提供商，主要为通信运营商、ICT 设备商和网络集成商提供 FTTX 接入网、无线接

入网和传输网中通信网络物理连接设备、应用解决方案和技术服务。 

公司主要客户为我国三大通信运营商及其合资设立的铁塔公司，根据三大通信运营商披露的信息，2018 年度，中国移

动、中国电信资本开支较上年分别下降 6.4%和 15.5%，中国联通 2018 年资本开支不超过 500 亿元，受国际贸易环境、国家

产业政策、技术发展等因素的影响，公司客户的资本支出存在一定的波动，其投资方向、投资结构及重点、投资方式等处于

不断变化中，从而影响公司相关业务市场规模。公司对三大运营商及铁塔公司的收入均通过招投标方式产生，中标结果对公

司业绩亦具有较大影响。 

2018 年上半年，针对运营商资本开支减少、行业竞争加剧的不利影响，公司制定了重点突破运营商省级、地市级即二、

三级集采，加快推进新产品布局，深入拓展海外市场的发展战略，坚持以客户为中心，总体实现营业收入与上年同期持平。

在现有光配线网络产品线的基础上，公司持续投入研发，积极拓展数据中心产品线和物联网智能产品线，推出数据中心微模

块、冷通道、智能门禁、智能井盖等一系列新产品，并已实现小批量交付，为公司产品线的拓展迈出坚实的一步。国际市场

方面，公司坚持品牌化、国际化的战略，通过内部优化和服务提升，与爱立信的合作有序推进，逐步中标爱立信的产品项目

并实现稳步交付，借船出海，以增强公司综合竞争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技术研发方面，2018 年上半年，公司加大人才梯

队建设，成立“科信技术研究院”，不断增强研发管理能力，初步构建支撑公司战略发展的研发管理体系。为提高内部生产

运营效率，推动管理精益化、制造智能化，打造卓越的供应链体系，公司在 2018 年积极投入信息化建设，启动新型 ERP、

SRM、PDM、MES 等项目，为公司未来业务拓展提供重要支撑。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29,750.28 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 1.53%；毛利率 34.86%，较上年同期下降 0.29 个百分点；

受公司应收账款坏账准备计提较上年同期大幅增加及子公司惠州源科产生未能抵扣的可弥补所得税亏损影响，报告期内，公

司利润水平有所下滑，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净利润 1,724.93 万元，较上年同期下降 36.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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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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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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