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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0733        证券简称：振华科技            公告编号：2018-49 

中国振华(集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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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振华科技 股票代码 0007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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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齐靖 姜明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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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公地址 贵州省贵阳市乌当区新添大道北段 268 号 贵州省贵阳市乌当区新添大道北段 268 号 

电话 0851-86301078 0851-86301022 

电子信箱 qijing@czelec.com.cn jiangmx@czelec.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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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21,639,801.39 4,412,308,806.36 -31.5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163,805,974.51 143,251,530.40 14.3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的净利润（元） 
133,295,395.08 132,747,966.79 0.41%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57,568,680.28 -478,481,343.83 89.97%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349 0.305 14.43%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349 0.305 14.43%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3.87% 3.53% 0.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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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361,397,819.86 8,996,712,398.81 4.0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4,264,440,102.03 4,150,247,170.58 2.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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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6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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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振华电子

集团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36.13% 169,573,3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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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境内非国有法

人 
1.83% 8,610,291    

中国人民财产

保险股份有限

公司－传统－

普通保险产品 

境内非国有法

人 
1.22% 5,709,708    

中国平安财产 境内非国有法 0.95% 4,436,9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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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险股份有限

公司－传统－

普通保险产品 

人 

卞伟 境内自然人 0.93% 4,378,140    

太平人寿保险

有限公司－传

统－普通保险

产品

-022L-CT001 深 

境内非国有法

人 
0.52% 2,451,040    

中国人民人寿

保险股份有限

公司－分红－

个险分红 

境内非国有法

人 
0.41% 1,940,707    

信达财产保险

股份有限公司

－传统保险产

品 

境内非国有法

人 
0.31% 1,450,800    

中国建设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

－长信国防军

工量化灵活配

置混合型证券

投资基金 

境内非国有法

人 
0.28% 1,332,504    

郭培裕  0.28% 1,327,441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

的说明 

前十大股东中，中国振华与其他股东之间尚无关联关系，也不属于《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

法》规定的一致行动人；未知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知其他股东是否属于

《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

明（如有） 
无，本公司股票为非融资融券标的证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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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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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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年是公司实施“十三五”规划承上启下的关键之年。在董事会带领下，

公司围绕“十三五”规划发展目标，聚焦核心产业，坚持创新驱动、降本增效，

注重质量和效率，加快产业转型升级，推动产业做强做优做大，公司生产经营

实现了较高质量发展，产品结构调整升级取得明显成效。 

报告期，公司累计实现营业收入30.22亿元，同比下降31.52%，实现利润总

额2.00亿元，同比增长21.03%。从业务板块情况看，高新电子板块调整产品结构，

压缩部分低附加值业务，营业收入同比下降18.79%，毛利率同比提高8.54个百点；

专用整机板块压缩低附加值产品代工业务，营业收入同比下降43.82%，毛利率同

比提高1.87个百分点。 

报告期公司通过产品结构调整，实现了主业结构优化和盈利能力提升，为

公司迈向高质量发展打下了良好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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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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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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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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期纳入公司合并报表范围的企业户数为16户，较上年同期相同，但存

在增减情形，增减因素为：（1）经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三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

本公司及子公司振华通信将持有的振华天通100%的股权挂牌转让，2018年5月，

公司已通过北京产权交易所完成振华天通股权挂牌转让事宜。2018年6月5日完成

工商变更手续，自此，振华天通不再纳入本公司合并报表范围；（2）经公司第

七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本公司与全资子公司振华新云共同投资

2,500万元设立贵州振华电子信息产业技术研究有限公司，本公司持股51%、振华

新云持股49%，该公司自2017年7月纳入公司合并报表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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