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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重要提示 

1 本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规

划，投资者应当到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等中国证监会指定媒体上仔细阅读年度报告全文。 

2 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年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

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3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会议。 

 

 

4 众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本公司出具了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 

 

 

5 经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公司 2018年度经营成果及财务状况经众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并出具了标准无

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2018年度公司实现净利润为 61,019,266.49元。由于母公司累计未分配利

润为负数，公司 2018年度不进行利润分配，也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二 公司基本情况 

1 公司简介 

公司股票简况 

股票种类 股票上市交易所 股票简称 股票代码 变更前股票简称 

A股 上海证券交易所 闻泰科技 600745 中茵股份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周斌 韩迎梅 

办公地址 浙江省嘉兴市南湖区亚中路777号 浙江省嘉兴市南湖区亚中

路777号 

电话 0573-82582899 0573-82582899 

电子信箱 600745mail@wingtech.com 600745mail@wingtech.com 

 

2 报告期公司主要业务简介 

本公司所属行业：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房地产业。 

本公司经营范围：电子软件产品的开发；房地产开发经营；物业管理；酒店投资及酒店管理；对

房地产、纺织、化工、电子及通信设备行业进行投资；销售纺织原料（不含棉花、蚕茧）、服装、



金属材料、化工原料（不含危化品）、建筑材料；生产销售移动电话及其配件、移动通信交换设备、

数字集群系统设备、半导体、电子元器件及材料。（涉及许可经营项目，应取得相关部门许可后方

可经营）。 

本公司提供的主要产品：移动通讯整机及移动通讯设备等移动通信产品，其中以智能手机为主；

商品房。 

本公司提供主要劳务：移动互联网设备产品相关的技术研发；房屋租赁、酒店客房及餐饮服务。 

报告期内,公司从事的主要业务系移动终端、智能硬件等产品研发和制造业务。 

经营模式为全球主流品牌提供移动终端、智能硬件、虚拟现实、车联网模块、笔记本电脑等产品

研发设计和生产制造服务，包括新产品开发、ID 设计、结构设计、硬件研发、软件研发、生产制

造、供应链管理。 

行业情况：据市场研究机构 Gartner 的数据显示，中国智能手机厂商在 2018 年继续强势增长，国

际品牌下滑明显。 

数据显示，2018 年智能手机成熟市场均呈现下跌趋势，北美、亚太地区和大中华地区分别下跌

6.8%、3.4%和 3%。市场对入门和中档价位的智能手机的需求依然强劲，不过在 2018 年第四季度，

市场对高端智能手机的需求继续放缓。高端手机在创新上后劲不足以及价格上涨，阻碍了高端手

机消费者换机的决定。中国手机品牌增长强劲，头部智能手机厂商的格局正在重塑，全球的智能

手机市场正经历前所未有的激烈竞争。 

3 公司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3.1 近 3 年的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2018年 2017年 

本年比上年 

增减(%) 
2016年 

总资产 16,942,191,510.27 10,915,352,841.85 55.21 12,879,837,759.89 

营业收入 17,335,108,186.05 16,916,232,210.01 2.48 13,416,913,528.56 

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净利

润 

61,019,266.49 329,386,787.48 -81.47 47,981,520.13 

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扣除

非经常性损益

的净利润 

41,405,426.17 231,668,280.32 -82.13 12,378,449.13 

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净资

产 

3,594,617,312.58 3,538,802,949.06 1.58 4,325,623,591.66 

经营活动产生

的现金流量净

3,271,950,608.03 1,393,889,812.80 134.74 290,608,259.84 



额 

基本每股收益

（元／股） 

0.10 0.52 -80.77 0.08 

稀释每股收益

（元／股） 

0.10 0.52 -80.77 0.08 

加权平均净资

产收益率（%

） 

1.71 9.49 减少7.78个百

分点 

1.12 

 

 

 

 

3.2 报告期分季度的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第一季度 

（1-3 月份） 

第二季度 

（4-6 月份） 

第三季度 

（7-9 月份） 

第四季度 

（10-12 月份） 

营业收入 1,716,901,6

89.61 

3,709,542,99

4.68 

5,579,983,362.

80 

6,328,680,138.9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57,213,055.

14 

-120,095,853.

07 

7,920,559.58 230,407,615.1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 

-60,385,242.

27 

-133,595,292.

16 

252,474.55 235,133,486.05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40,061,96

0.75 

-158,639,980.

89 

2,267,292,989.

91 

1,403,359,559.76 

 

季度数据与已披露定期报告数据差异说明 

□适用  √不适用  

4 股本及股东情况 

4.1 普通股股东和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数量及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 股 

截止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18,896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末的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21,634 

截止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0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0 

前 10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全称） 

报告期内增

减 

期末持股数

量 

比例

(%) 

持

有

有

限

售

条

件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东 

性质 股份 

状态 
数量 



的

股

份

数

量 

拉萨经济技术开发区

闻天下投资有限公司 

0 153,946,037 24.16 0 质押 153,900,000 境内

非国

有法

人 

西藏中茵集团有限公

司 

-14,000,000 50,018,401 7.85 0 无 0 境内

非国

有法

人 

茅惠英 0 43,000,000 6.75 0 质押 37,390,000 境内

自然

人 

张学政 0 37,000,000 5.81 0 质押 17,000,000 境内

自然

人 

上海矽同企业管理合

伙企业（有限合伙） 

35,100,000 35,100,000 5.51 0 质押 35,100,000 境内

非国

有法

人 

云南融智投资有限公

司 

0 31,863,321 5.00 0 无 0 国有

法人 

全国社保基金一零八

组合 

12,772,310 28,307,864 4.44 0 无 0 其他 

东海基金－工商银行

－东海基金－鑫龙

72号资产管理计划

（第一期） 

-6,350,000 14,743,899 2.31 0 无 0 境内

非国

有法

人 

高建荣 -21,100,000 14,582,500 2.29 0 无 0 境内

自然

人 

冯飞飞 -2,438,900 14,051,100 2.20 0 质押 10,000,000 境内

自然

人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

明 

张学政系公司实际控制人，为闻天下的股东，与公司控股

股东闻天下为一致行动人；高建荣与冯飞飞系配偶关系，

两人与中茵集团为一致行动人；未知其它前十名股东之间

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知其它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之

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

量的说明 

不适用 



 

 

4.2 公司与控股股东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的方框图 

√适用  □不适用  

 

 

4.3 公司与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的方框图 

√适用  □不适用  

 

4.4 报告期末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 10 名股东情况 

□适用  √不适用  

5 公司债券情况 

□适用  √不适用  

三 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1 报告期内主要经营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1,733,510.82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 2.48%；其中通讯板块闻泰通

讯实现营业收入 1,673,386.62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 4.06%；利润总额 6,364.78 万元,较上年同

期下降 83.20%；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6,101.93 万元，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

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4,140.54万元。 

 

2 导致暂停上市的原因 

□适用  √不适用  



 

3 面临终止上市的情况和原因 

□适用  √不适用  

 

 

4 公司对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变更原因及影响的分析说明 

√适用□不适用  

1. 本公司根据《财政部关于修订印发 2018 年度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通知》(财会〔2018〕

15 号)及其解读和企业会计准则的要求编制 2018 年度财务报表，此项会计政策变更采用

追溯调整法。 

2017 年度财务报表受重要影响的报表项目和金额如下：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原列报报表项目及金额 新列报报表项目及金额 

应收票据 680,299,073.36 
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 2,671,425,866.06 

应收账款 1,991,126,792.70 

应收利息 428,616.78 

其他应收款 534,597,364.95 应收股利 - 

其他应收款 534,168,748.17 

应付票据 1,862,322,387.97 
应付票据及应付账款 4,210,888,596.62 

应付账款 2,348,566,208.65 

应付利息 1,939,375.00 

其他应付款 994,248,103.44 应付股利 576,966.53 

其他应付款 991,731,761.91 

管理费用 814,417,316.53 
管理费用 257,549,304.45 

研发费用 556,868,012.08 

 

2. 财政部于 2017 年度颁布了《企业会计准则解释第 9 号——关于权益法下投资净损失的会

计处理》《企业会计准则解释第 10 号——关于以使用固定资产产生的收入为基础的折旧方

法》《企业会计准则解释第 11 号——关于以使用无形资产产生的收入为基础的摊销方法》

及《企业会计准则解释第 12 号——关于关键管理人员服务的提供方与接受方是否为关联

方》。公司自 2018 年 1 月 1 日起执行上述企业会计准则解释，执行上述解释对公司期初财

务数据无影响。 

5 公司对重大会计差错更正原因及影响的分析说明 

□适用√不适用  

 

6 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对财务报表合并范围发生变化的，公司应当作出具体说明。 

√适用□不适用  

截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止，本公司合并财务报表范围内子公司如下： 

子公司名称 对应简称 2018-12-31 2017-12-31 



徐州中茵置业有限公司 徐州中茵 合并 合并 

淮安中茵置业有限公司 淮安中茵 合并 合并 

西藏中茵矿业投资有限公司 西藏中茵 合并 合并 

林芝中茵商贸发展有限公司 林芝中茵 合并 合并 

黄石中茵托尼洛兰博基尼酒店有限公司 黄石酒店 合并 合并 

江苏中茵大健康产业园发展有限公司 中茵大健康 合并 合并 

徐州久怡健康管理有限公司 徐州久怡 合并 合并 

嘉兴中闻天下投资有限公司 中闻天下 合并 合并 

上海中闻金泰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注） 上海中闻金泰 合并 合并 

上海中闻金泰半导体有限公司 上海中闻金泰半导体 合并 不合并 

闻泰通讯股份有限公司 闻泰通讯 合并 合并 

深圳市兴实商业保理有限公司 兴实保理 合并 合并 

深圳市恒顺通泰供应链有限公司 恒顺通泰 合并 合并 

深圳市闻耀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深圳闻耀 合并 合并 

嘉兴永瑞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嘉兴永瑞 合并 合并 

Wingtech Group（HongKong）Limited 香港闻泰 合并 合并 

西安闻泰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西安闻泰 合并 合并 

上海闻泰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上海闻泰 合并 合并 

上海小魅科技有限公司（注） 上海小魅 不合并 合并 

上海闻泰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上海信息 合并 合并 

Wingtech International,Inc. 美国闻泰 合并 合并 

Wingtech Technology Japan Inc.（注） 日本闻泰 合并 不合并 

合肥闻泰人工智能研究院有限公司 合肥闻泰 合并 合并 

重庆闻泰科技有限公司（注） 重庆闻泰 不合并 合并 

南昌闻泰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南昌闻泰 合并 合并 

注：①上海中闻金泰半导体，经上海市普陀区市场监督管理局核准成立于 2018-03-22，领取

91310107MA1G0LXU6C 号企业法人营业执照；注册资本 1,010 万元人民币；注册地：上海市普陀区

云岭东路 89 号 2207-K 室；法定代表人：张学政。截止本报告期末收到股东缴纳的注册资本金 500 万

元。上海中闻金泰半导体 2018 年 3 月开始纳入合并范围。 

 

注：②深圳市泽天电子有限公司已于 2018 年 10 月 18 日对上海小魅科技有限公司进行增资，增资后注

册资本从 500 万元变更到 1,010 万元，成为上海小魅科技有限公司新的控股股东。闻泰通讯股份有限

公司丧失对上海小魅科技有限公司的控制权，于 2018 年 11 月份起不再将上海小魅科技有限公司纳入

合并范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