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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200468                           证券简称：宁通信 B                           公告编号：2019-020 

南京普天通信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年度报告摘要 

一、重要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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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者应当到证监会指定媒

体仔细阅读年度报告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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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宁通信 B 股票代码 2004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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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励京 肖红 

办公地址 江苏省南京市秦淮区普天路 1 号 江苏省南京市秦淮区普天路 1 号 

传真 86-25-52409954 86-25-52409954 

电话 86-25-58962308 86-25-58962072 

电子信箱 lijing@postel.com.cn xiaohong@postel.com.cn 

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1、报告期内公司所从事的主要业务、主要产品及其用途、经营模式、主要的业绩驱动因素 

公司为国有控股通信设备制造企业，主营业务为信息通信设备的研发、生产和销售。公司与子公司产品涉及光通信网络、

无线通信网络、数据应用、工业电气等领域，主要产品有光通信网络连接设备、专网通信产品、多媒体通讯设备、综合布线、

楼宇智能产品等，客户包括国内电信运营商、铁塔公司及政府、金融、电力、医疗等领域的行业客户，产品覆盖全国所有的

省市区，并出口到国外。 

目前，公司本部业务包括光配线网络及通信配套整体解决方案（ODN整体解决方案、光网智能化解决方案、节能数据中

心解决方案）、专网通信产品等。光配线网络及通信配套整体解决方案主要用于国内通信网络建设、广电网络改造、高铁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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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建设、城市地铁建设等，并在电商行业取得突破。专网通信产品主要为根据客户要求生产、加工自组网通信设备，用于组

建中小型专用通信网络。 

主要子公司业务包括多媒体通信及应用解决方案、楼宇智能化综合解决方案、工业智能配电系统、太阳能路灯控制系统

等，其中子公司南京南方电讯有限公司主营业务为面向政府、金融、医疗、教育等领域的大中型行业客户提供远程协作应用

解决方案，主要产品为视频会议产品；子公司南京普天天纪楼宇智能有限公司主要为客户提供中高端综合布线与智能应用解

决方案；子公司南京曼奈柯斯电器有限公司面向轨道交通、机场、港口等各类工业场所提供工业智能配电产品；子公司南京

普天大唐信息电子有限公司主要为客户提供太阳能路灯控制器及物联网路灯监控系统等。 

公司拥有覆盖全国各地的市场网络，主要客户包括国内电信运营商及各行业客户。公司主要通过参与项目投标方式获取

业务机会。根据项目需求设计方案、生产或采购客户所需的设备，并负责安装和调试，按照合同价款扣除成本后实现利润。

公司的经营业绩主要受电信运营商及行业客户的资本开支、信息化投入及招投标结果、原材料价格波动及其他成本的变动等

因素影响。 

2、报告期内行业发展状况及公司所处的行业地位 

报告期内，我国外部环境复杂严峻，经济面临下行压力，但国民经济运行总体平稳。报告期内运营商 4G 投资步入后期，

4G建设投入放缓，行业市场竞争压力进一步加大，但信息通信业发展迅猛，信息通信行业正处于系统创新和智能引领的重大

变革期，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物联网、5G等新技术持续突破，并与制造、能源等技术交叉融合，新产品、新模式、

新业态层出不穷，推动人类发展加速步入智能时代。因此，公司仍然处于宝贵的发展机遇期，公司聚焦主业高质量发展，不

断加强公司技术创新能力，加大自主产业、自主产品的培养与开发力度。 

作为国有控股通信设备制造企业，公司在行业市场上具有良好的品牌实力和影响力。2018年，公司连续第十一年获“中

国光传输与网络接入设备最具竞争力企业十强”；“基于NB-IoT技术的物联网平台”产品获中国普天创新奖；圆满完成国家“两

会”、上合组织峰会、世界互联网大会、国际进口博览会相应通信保障任务；天纪楼宇公司六类综合布线和安防线缆产品助

力2022年北京冬奥会场馆建设；南方电讯为国都证券提供的混合云会管解决方案获得“2018中国信息通信与大数据应用创新

优秀成果奖金奖”，“睿景”音视数融合解决方案获得中国信息技术主管大会颁发的“2017中国信息技术年度最佳解决方案奖”。 

3、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1）近三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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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溯调整或重述原因 

会计差错更正 

单位：人民币元 

 2018 年 
2017 年 

本年比上年增

减 
2016 年 

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后 调整前 调整后 

营业收入 
1,995,627,772.

60 

2,254,399,406.

04 

2,254,399,406.

04 
-11.48% 

1,853,911,278.

83 

1,853,911,278.

8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 
5,859,214.84 11,885,170.28 8,982,857.76 -34.77% -6,434,558.27 -5,063,843.8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

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21,461,955.87 9,156,761.14 6,254,448.62 -443.15% -11,286,693.14 -9,915,978.76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

额 

-155,418,733.8

3 
-47,217,136.32 -47,220,769.58 -229.13% 109,145,940.57 109,087,237.73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3 0.06 0.04 -25.00% -0.03 -0.02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3 0.06 0.04 -25.00% -0.03 -0.02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66% 3.43% 2.60% -0.94% -1.87% 1.47% 

 2018 年末 
2017 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

末增减 
2016 年末 

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后 调整前 调整后 

总资产 2,120,744,292. 2,116,312,318. 2,114,332,229. 0.30% 2,304,519,167. 2,307,031,4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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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51 50 54 0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

产 
355,289,728.24 352,228,571.54 350,248,482.53 1.44% 339,838,415.21 340,760,638.72 

会计政策变更的原因及会计差错更正的情况 

根据江苏证监局《关于对南京普天通信股份有限公司采取出具警示函措施的决定》（〔2018〕38 号）相关要求，经 2018 年 7

月 13 日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公司采用追溯重述法，对 2014-2017 年度财务报告进行了会计差错更正，

详见公司 2018 年 7 月 14 日披露的《关于前期会计差错更正的公告》。 

（2）分季度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人民币元 

 第一季度 第二季度 第三季度 第四季度 

营业收入 579,271,964.31 387,578,640.64 445,518,808.43 583,258,359.2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6,411,052.72 -4,010,652.88 -7,943,829.27 24,224,749.7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29,910,522.65 -13,682,092.82 -2,803,874.44 

24,934,534.04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81,745,941.41 -43,529,287.52 -26,400,359.58 96,256,854.68 

上述财务指标或其加总数是否与公司已披露季度报告、半年度报告相关财务指标存在重大差异 

□ 是 √ 否  

4、股本及股东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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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期末

普通股股

东总数 

8,628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一

个月末普通股股东总

数 

8,979 

报告期末

表决权恢

复的优先

股股东总

数 

0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

一个月末表决权恢

复的优先股股东总

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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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持有非流通的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中国普天信息

产业股份有限

公司 

国有法人 53.49% 115,000,000 115,000,000   

GUOTAI 

JUNAN 

SECURITIES(

HONGKONG) 

LIMITED 

境外法人 3.23% 6,950,095 0   

申万宏源证券

(香港)有限公

司 

境外法人 2.63% 5,646,500 0   

郑恩月 境内自然人 1.14% 2,443,939 0   

孙慧明 境内自然人 0.93% 2,007,110 0   

王晓燕 境内自然人 0.93% 1,992,590 0   

顾金花 境内自然人 0.87% 1,862,371 0   

国信证券（香

港）经纪有限公
境外法人 0.87% 1,861,882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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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 

BOCI 

SECURITIES 

LIMITED 
境外法人 0.80% 1,716,945 0   

LI SHERYN 

ZHAN MING 
境外自然人 0.53% 1,146,700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

的说明 

前十大股东中，中国普天信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与其他股东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也不是

一致行动人，公司未知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属于一致行动人。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

明（如有） 
无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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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以方框图形式披露公司与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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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聚焦信息通信主业，根据市场需求，加大科技创新力度，推进产品结构调整，探索新合作，开拓新市场，

不断拓宽业务领域，推动产业转型升级，努力开创主业发展新局面，经营发展总体平稳。受电信运营商4G建设规模缩小，

行业产品市场价格下降等因素影响，报告期公司实现营业收入19.96亿元，同比下降11.48%；实现利润总额2890.72万元，同

比下降17.81%；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585.92万元，同比下降34.77%。 

2、报告期内主营业务是否存在重大变化 

□ 是 √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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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占公司主营业务收入或主营业务利润 10%以上的产品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产品名称 营业收入 营业利润 毛利率 
营业收入比上年

同期增减 

营业利润比上年

同期增减 

毛利率比上年同

期增减 

主营业务收入-

视频会议产品 
438,095,192.19 88,015,931.70 20.09% -12.90% -2.22% 2.19% 

主营业务收入-

综合布线产品 
329,431,898.41 77,586,999.60 23.55% -6.70% 4.02% 2.43% 

主营业务收入-

低压配电产品 
159,936,978.03 30,254,887.00 18.92% -2.21% -19.95% -4.19% 

主营业务收入-

专网通信产品 
329,938,045.09 7,937,913.20 2.41% -35.66% -66.18% -2.17% 

主营业务收入-

配线产品及其他 
741,819,481.65 128,020,436.20 17.26% -4.13% -5.67% -0.28% 

内部抵销 -71,956,850.03 709,764.80 -0.99% 25.35% 100.00% -0.99% 

其他业务收入 68,363,027.26 19,986,317.70 29.24% 53.30% 63.47% 1.82% 

4、是否存在需要特别关注的经营季节性或周期性特征 

□ 是 √ 否  

5、报告期内营业收入、营业成本、归属于上市公司普通股股东的净利润总额或者构成较前一报告期发生

重大变化的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2018年 2017年 同比增减（元） 同比增减（%） 

营业收入    1,995,627,772.60     2,254,399,406.04  -258,771,633.44 -11.48% 

营业成本    1,643,115,522.38     1,880,588,070.75  -237,472,548.37 -12.6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 

       5,859,214.84         8,982,857.76  -3,123,642.92 -34.77% 

受电信运营商4G建设规模缩小，行业产品市场价格下降等因素影响，报告期公司营业收入和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同比下降。 

6、面临暂停上市和终止上市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7、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1）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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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企业会计准则变化引起的会计政策变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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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列报报表项目及金额 新列报报表项目及金额 

应收票据 32,477,463.59 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 812,567,07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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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收账款 780,089,607.41 

应付票据 20,161,687.14 应付票据及应付账款 826,833,861.31 

应付账款 806,672,174.17 

应付利息 531,667.36 其他应付款 63,027,802.63 

应付股利 1,692,213.38 

其他应付款 60,803,921.89 

管理费用 143,924,331.99 管理费用 76,037,302.46 

研发费用 67,887,029.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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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述会计政策变更经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审议批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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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江苏证监局《关于对南京普天通信股份有限公司采取出具警示函措施的决定》（〔2018〕38号）相关要求，经2018年7

月13日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公司采用追溯重述法，对2014-2017年度财务报告进行了会计差错更正，详

见公司2018年7月14日披露的《关于前期会计差错更正的公告》。 

（3）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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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京普天通信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O一九年四月二十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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