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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861                           证券简称：瀛通通讯                           公告编号：2019-033 

瀛通通讯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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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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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萧锦明 董事 出差在外 左贵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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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 是 √ 否  

公司经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的普通股利润分配预案为：以 121,877,200 股（公司总股本 122,698,400 股扣除截至公告日库存股

821,200 股得出，最终以实施 2018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时股权登记日公司总股本扣除库存股后的股数为准）为基数，向全体股

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2.00 元（含税），送红股 0 股（含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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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瀛通通讯 股票代码 0028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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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曾子路 胡钪 

办公地址 
湖北省通城县经济开发区玉立大道 555

号 

湖北省通城县经济开发区玉立大道 555

号 

电话 0769-83330508 0769-83330508 

电子信箱 ir@yingtong-wire.com ir@yingtong-wire.com 

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1、主营业务 

公司系国内领先的专业从事声学零件、耳机、数据线及其他产品的研发、生产和销售的先进制造企业。 

公司以各类型微细通讯线材、耳机产品的设计为核心，为客户提供实现声学通讯、数据传输等功能的零组件及成品。

公司产品广泛应用于各类型智能终端产品、数码音视频电子产品和其他消费类电子产品等领域。 

报告期内，公司的主营业务未发生变化。 

2、主要产品 

公司主要产品分为声学零件、耳机、数据线及其他产品三大类。 

（1）声学零件包括：微细通讯线材及声学半成品加工； 

（2）耳机产品包括：免提耳机、TWS（真无线蓝牙耳机）、HiFi耳机、智能耳机及运动耳机等成品； 

（3）数据线及其他产品包括：数据传输线、智能音箱、无线充电产品代工等。 

公司多年以来对持续研发投入，使得公司积累了行业内领先的生产技术和工艺水平，奠定了公司在行业尤其是微细通

讯线材的领先地位，并与国内外知名终端品牌厂商和大型EMS厂商客户建立长期稳定的合作关系。 

近年来，公司在技术、管理、客户、生产等方面的优势上，通过加大对高端人才的引入及智能装配的投入，快速提高

了TWS（真无线蓝牙耳机）、HiFi耳机、智能耳机、运动耳机、高速数据传输线等产品的收入规模，利用自身优势，把握市

场机遇，进入了苹果、小米、BOSE、亚马逊、OPPO、vivo、索尼、飞利浦等品牌供应链。 

3、部分产品介绍 

产品类别 产品展示 技术特点 

声学零件产品 

 

极薄扁平线 

*解决被覆单边厚度 0.15~0.25mm，线材 OD 公差

0.03+0/-0.01mm 问题 

*解决 TPE 被覆材料可通过 FT-2 水平、VW-1 垂直

燃烧问题 

*解决线径不稳定，成型结合口线材无压、变形，

配件组装、穿壳，杜绝线材磨损、刮伤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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耳机半成品 

*采用无氧铜导体，共层双挤工艺 

*采用超弹记忆性柔性材料，手感细腻，结合人体

工程学设计实现消费者使用舒适感. 

*耳机配线颜色可选择由深到浅渐变过渡，可 DIY

精密控制过渡区域尺寸 

*符合 RoHS、REACH、加州 65 等环境标准 

耳机产品 

 

TWS 主动降噪耳机 

*系统方案: BES2300 

*双麦阵列集成主动降噪及语音降噪算法，完美配

合语音助手 

*7mm 复合金属振膜喇叭保证高清晰度的纯净音质 

*单双耳通话无缝切换，自由畅听 

*光学传感器及重力传感器深度集成保证极致用户

体验 

*充电时间: 1 小时 

*持续使用时间: 耳机单次使用 3 小时，配合充电盒

10 小时 

 

运动蓝牙心率耳机 

*蓝牙系统方案: BES2000系列+心率传感器及监测

算法 

*实时连续心率监测配合APP获取运动健康心率数

据 

*完美配套健身运动音乐课程，可实现语音互动及

心率反馈 

*PET复合振膜喇叭保证低音浑厚，高音明亮 

*充电时间: 1小时 

*持续使用时间: 6小时 

 

头戴蓝牙降噪耳机 

*方案：CSR8635+AMS3435 

*具有强效的主动前馈降噪功能 

*强劲低频及良好的试听感受 

*佩戴部分采用类肤质材质 

*独特的倾斜设计能够提供完美的佩戴效果 

*独特的 LOGO 加工设计也是产品亮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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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线及其他

产品 

 

TYPE C 高速数据线 

*最大传输速率:10G/S 

*满足 5A、100w 最大快充 

*耐高压涉及 

*满足 EM1 / FCC / CE 等电子产品需求 

 

USB-A/M TO Lightning Cable 
*满足 MFI 

*为配备 lightning接口的 iPhone、iPad 及 *iPod 

提供充电及数据传输,支持 PD充电协议 

*满足 2.4A  5V max充电需求 

* 满 足  iPhone 8 、 iPhone 8 Plus 、 iPhone X 、

iPhone XS 、 iPhone XS Max 、 iPhone XR 和 指 定 

iPad Pro 机型的快速充电功能 

*兼容配备 USB 接口的适配器和电脑 

*成品测试已经能达到苹果测试标准 

 

4、公司经营模式 

（1）采购模式 

公司产品的主要原材料有无氧铜材、芳纶丝、胶料、聚氨酯漆料、塑胶件（包括外罩、耳塞外壳、基板、套管等）、

五金件（包括插针和其他辅料）、线路板连接器组件、电极、电池、喇叭、等。公司生产所需多数原材料由公司自行采购，

但一些国际顶级终端品牌客户对供应链的管理极为严格，会指定公司某型产品的原材料供应商。 

公司制定了《采购管理制度》、《供应商管理制度》等采购方面的规章制度， 公司采购部门按规定在合格供应商范围

内进行集中采购，并对采购价格进行跟踪监督。 

公司原材料采购一般按照“以销定产”、“以产定购”的模式，根据客户订单进行采购，主要包括制订采购计划、下达采

购订单以及交货付款等环节。在日常的生产经营中，公司一般会保持满足一个月正常生产的物料库存。 

（2）生产模式 

公司产品主要采取根据客户的个性化需求进行接单生产的模式，根据客户所下订单来制定采购计划、组织生产，按照

用户要求的规格、数量和期限交货。在保证产品质量的前提下，准时交货是公司生产过程管理的重点。公司一般会根据生产

工艺、订单批量、以及客户或消费者的特殊要求来合理规划生产线及生产区域，将相同相似的生产线和部分原材料集中放置，

避免了更换型号、装卸货物的大量时间及人力浪费，提高了生产效率，满足了客户对专有生产线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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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部分生产工艺所需人工较多，为控制人工成本的迅速上涨，公司现在将部分技术要求较低的生产流程进行委外加

工。 

（3）销售模式 

公司一般销售模式 

报告期内，公司产品均采用直接销售模式，即由客户直接发出订单，产品直接交付客户的销售方式，不存在经销商、

代理商等中间环节。公司的直接销售可根据是否自行组织采购原材料而细分为两种不同形式。 

一种形式是公司根据客户订单，自行组织采购原材料，自主安排生产计划，完成生产后将产品销售给客户，此种模式

适用于大多数公司客户。另一种形式是由客户提供绝大部分原材料，公司仅自主采购少数辅料，公司完成生产后再将产品销

售给客户，此种模式下公司仅收取加工费。 

公司境外销售业务模式 

公司境外销售业务模式分为一般贸易出口和进料加工两种模式。 

一般贸易出口业务模式的具体情况如下：公司直接与客户洽谈并签订销售合同，产品生产完成后直接发货至订单约定

的地点，直接办理出口报关并收款，主要以美元或港币结算。 

进料加工模式的具体情况如下：进口料件由经营企业付汇进口，制成品由经营企业外销出口的业务模式，进口业务的

所有权和收益权属于经营企业。进料加工业务模式下，公司生产所需要的主要原材料从国外采购，产成品全部出口，国家对

进口原材料实行保税政策（即暂不征进口环节增值税和关税），对加工增值及采用的国产原材料实行出口退税或实行免抵退。

该种模式下，公司亦主要以美元或者港币结算。 

公司进料加工模式下境外采购的主要原材料所制成产成品必须全部外销。由于进料加工的方式，可暂不缴纳原材料进

口环节所产生的关税及增值税，海关须检查公司所进口的原材料与产成品及报废品数量是否一致，确保进口原材料所制成产

成品未在境内进行销售。 

上述两种公司境外销售业务模式下，公司根据签订的订单发货，公司持出口专用发票、送货单等原始单证进行报关出

口后，通过海关的审核，完成出口报关手续并取得报关单据作为风险报酬的转移时点，根据出库单、出口专用发票和报关单

确定销售收入金额，经与客户对账无误后确认收入。 

5、设立以来主营业务、主要产品、主要经营模式的演变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主营业务未发生重大变化。 

6、行业情况说明 

随着近几年以蓝牙耳机为代表的电声产品呈现出无线化、数字化、智能化特征，以及蓝牙芯片、电池等关键技术的成

熟，终端消费者对新型电声产品的需求日益提高。目前，电声产品由于技术升级及消费者需求变化，产品更迭速度明显加快，

行业迎来较大可挖掘的市场空间。在数据线材领域，以手机及充电设备为代表的电子产品对高速传输、快速充电、外观个性

化及产品质量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低端产品逐渐丧失竞争优势。 

在此市场环境下，就要求行业内公司拥有快速反应能力，与客户紧密沟通的能力，批量生产与柔性制造的能力，以及

研发创新能力，以保证公司市场竞争力。 

与此同时，由于终端产品市场集中水平较高，为了贴近客户，行业内各公司纷纷向东南亚国家投资产能，这就要求企

业拥有丰富的人才储备、精细化管理能力、国际化视角以及资本市场融资能力，行业准入门槛逐步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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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位：人民币元 

 2018 年 2017 年 本年比上年增减 2016 年 

营业收入 896,448,419.64 721,688,400.67 24.22% 605,675,852.2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64,490,140.15 85,788,219.04 -24.83% 104,154,561.5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55,578,964.25 73,382,160.93 -24.26% 93,247,791.04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7,449,316.77 64,439,774.14 -88.44% 94,907,543.85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53 0.760 -30.26% 1.13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53 0.760 -30.26% 1.13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6.19% 9.78% -3.59% 20.07% 

 2018 年末 2017 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

减 
2016 年末 

资产总额 1,431,743,491.18 1,188,124,786.30 20.50% 686,504,111.4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996,171,787.69 1,040,611,822.11 -4.27% 562,214,621.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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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2,928,923.21 233,449,740.86 268,910,335.98 231,159,419.5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 5,194,404.03 23,093,887.85 22,231,802.76 13,970,045.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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润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

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4,041,008.32 20,464,895.14 20,231,879.13 10,709,042.31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

额 
2,391,481.93 -14,028,825.02 -14,620,397.89 33,707,057.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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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557 

年度报告披露日

前一个月末普通

股股东总数 

11,5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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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持有有限售条件的股份

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黄晖 
境内自然

人 
31.20% 38,287,800 37,139,800 质押 9,730,000 

萧锦明 
境内自然

人 
13.11% 16,086,900 12,065,175   

左笋娥 
境内自然

人 
6.11% 7,490,900 7,460,900   

通城县瀛海

投资管理有

限公司 

境内非国

有法人 
3.40% 4,168,000 0 质押 1,800,000 

湖北量科高

投创业投资

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

有法人 
2.93% 3,600,000 0   

左贵明 
境内自然

人 
2.75% 3,379,600 3,379,600   

刘浪宇 
境内自然

人 
2.64% 3,243,300 0   

左娟妹 
境内自然

人 
2.54% 3,122,400 3,102,400 质押 2,480,000 

曹玲杰 
境内自然

人 
2.53% 3,102,400 3,102,400 质押 1,970,000 

左美丰 
境内自然

人 
1.90% 2,326,800 2,326,800 质押 2,326,8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

行动的说明 

黄晖、左笋娥为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左贵明、左娟妹、曹玲杰、左美丰为其一致行动人。

通城县瀛海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股东为公司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及员工。实际控制人与其他前

10 名股东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与一致行动人关系。除公司股东黄修成为公司实际控制人的

一致行动人外，公司未知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为一致行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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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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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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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年，是公司坚持以“服务客户”为中心，紧紧围绕“大声学、大传输”行业进行产品布局的关键一年。公司牢牢把

握产品方向上的核心技术、核心零部件，进一步优化开公司的生产制造能力，提升公司的设计、研发能力，以为客户提供

ODM服务为主，同时，公司着重体系建设，深化内部管理，实现管理与经营的高度统一，不断提升瀛通通讯在全球消费电子

领域的竞争力。 

（一）2018 年主要经营指标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89,644.84 万元，同比增长 24.22%；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6,449.01 万元，同比

下滑 24.83%。 

报告期末，公司资产总额为 143,174.35 万元，同比增长 20.50%；负债总额为 43,557.17 万元，同比增长 198.72%；所

有者权益合计 99,617.18万元，同比下滑 4.43%。其中，归属于母公司的所有者权益为 99,617.18万元，同比下滑 4.27%。 

公司业绩变动的原因主要为： 

(1) 主要原材料如铜杆、胶料的价格成本持续上升； 

(2) 公司的人工成本较上年同期较快上涨； 

(3) 报告期内子公司瀛通（印度）电子科技有限公司仍处于亏损状态； 

(4) 公司为产品转型升级，新成立了智能产品事业部，招聘了较多的研发、业务及管理等国际化专业人才，销售费用、管

理费用均大幅增加； 

(5) 报告期收到的政府补助较上年大幅减少。 

（二）2018 年主要工作回顾 

1. 业务开拓 

伴随着声学领域蓝牙、芯片、电池、数据传输等技术的成熟，TWS（真无线蓝牙耳机）、HiFi耳机、运动耳机、智能耳机

及高速数据传输线等产品推陈出新，刺激了终端消费者对新型电声产品的需求，为行业打开了广阔的市场空间。 

公司拥有先进的生产制造工艺、良好的客户口碑、多品种小批量的柔性制造能力以及科学的生产基地布局等优势，使得

公司更加的贴近客户、在服务客户方面能够快速反应，获得客户信任。 

报告期内，公司保持与富士康、正崴、歌尔等大型 EMS（电子制造服务）厂商的紧密合作，深化在苹果、小米、vivo等

智能手机品牌商的业务关系，成功引进了亚马逊、阿里巴巴、沃尔玛、吉赖、青蛙、家麦迪、松下、BOSS、万魔、OPPO、联

想等一批优质客户。耳机品牌商及通路客户占比逐渐增大，改变了原先客户对象基本由大型 EMS厂商及终端手机品牌构成的

局面，在增加收入来源的同时，缓解了客户集中度较高带来的风险。 

2. 运营管理 

（1）战略布局显现阶段性成果，夯实发展基础 

为实现公司“垂直整合、水平扩张”的战略目标，“贴近客户、快速反应”的战术手段，以及“从有线到无线，从半成

品到成品”发展思路，报告期内，公司广西生产基地正式投入生产，完成对惠州联韵声学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联韵声

学”）100%股权的收购，正式启用北京研发中心，成立了智能产品事业部，以及湖北园区研发大楼的正式动工，标志着公司

系列布局工作的初步完成。 

目前，公司已拥有十家子公司、七大生产基地、五个事业部、四个研发中心和一所管理学院，为我们瀛通高质量的发展

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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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加强精细化管理，促进高质量发展 

2018年，国内外经济形势多变，市场悲观情绪蔓延，但经济周期将会帮助优秀的企业淘汰竞争对手。为此，公司全体管

理干部及员工沉着应对、苦练内功，努力提升精细化管理水平，主要包括：成功启动 SAP系统的导入工作，梳理改造公司现

有业务的流程，提高公司业务效率与质量；变革绩效管理体系，制定并试运行新 KPI考核方式，确保战略目标层层落实，为

人员的考核与任免提供了有力依据；落实提案改善制度，全年共受理改善建议 155 项，充分调动员工多思考、勤总结，实现

员工个人素质和工作绩效一起成长；强化企业培训，瀛通管理学院 2018年度开设干部素质培训班 94 班次，累计培训管理干

部 2017人次，将单个业务岗位的知识、技能、经验沉淀到组织中，打造学习型企业。 

（3）实施股权激励，实现股东与核心骨干利益高度统一 

为充分调动公司核心管理人员、核心技术/业务人员的积极性，有效地将股东利益、公司利益和核心团队个人利益结合

在一起，推进公司的长远发展，公司组织启动与实施了公司 2018 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本次股权激励共授予

77名激励对象 113.50万份股票期权，行权价格为 18.68元/股；向 17名激励对象授予 287万份限制性股票，授予价格为 9.34

元/股。在 2018年资本市场低迷的环境下，公司及时推出股权激励计划，在降低公司授予股份成本的同时，通过科学地制定

了富有挑战的股票期权、限制性股票业绩考核目标，将员工发展、个人价值的实现与公司发展更加密切地捆绑到一起，有利

于充分调动员工积极性、提升员工主人翁意识，帮助实现公司的稳妥快速发展。 

3. 投融资及资本运作 

(1)推进股份回购工作，切实保护股东利益 

基于对公司价值的判断和未来发展的信心，为有效维护广大股东利益，增强投资者信心，2018年，公司启动了回购公司

股份的工作。所回购股份主要用于股权激励，并将结合绩效考核，进一步提升公司管理水平、促进企业发展、创造价值。截

止 2018年 12 月 31日，公司累计回购 369.12万股，累计使用资金 6,969.92万元（不含交易费用），平均成本 18.88元/股。 

(2)收购惠州联韵声学科技有限公司，加大耳机成品收入 

为进一步提高耳机成品，尤其是 TWS（真无线蓝牙耳机）、HiFi 耳机、智能耳机及运动耳机等产品收入占比，落实垂直

整合的战略布局， 2018年，公司成功以 1.8亿元现金收购了联韵声学 100%股权；为了提高募集资金的使用效率，本次收购

所用资金来源为变更“便携数码通讯线材技改及扩产项目”、“便携数码耳机建设项目”两个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尚未投入使用

1.2亿元，剩余 6,000万元为并购贷款，报告期内，公司完成了对联韵声学的股权交割事宜。 

为了加强对被收购方的管理，公司成立了投后管理委员会，在战略、人事、财务、业务、采购、外发、文化、培训等方

面进行对接与管理，联韵声学全体人员高度配合公司管理安排、积极学习公司企业文化，快速融合到集团中。 

(3)构建信用基础，拓宽融资渠道 

为使得公司完成战略布局，积极稳妥实现系列投资及收购活动，确保公司拥有充足的现金流，报告期内，公司向金融机

构申请新增授信额度达 2.75 亿元，实际借款发生金额约 4,089万元。公司期末资产负债率为 30.44%，将有息负债控制在安

全合理范围内，并保障了实现发展目标所需资金。 

受益于公司良好的信用评级以及稳健的发展步伐，公司整体融资水平较低。此外，公司在报告期内成功申请并购贷款

（2019年 3月份放款 ），助力了公司对联韵声学的并购。 

(4)投资湖南佳霖新材料有限公司，垂直整合产业链 

随着公司营业规模的进一步扩大，产品所需表面处理的零部件的采购量及金额也随着增大，为了加强产品品质的管控并

降低成本，经第三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及第三届监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公司拟以自有资金 1,636.36 万元投资湖南佳霖新

材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湖南佳霖”），进一步完善公司产业链的垂直整合。 

截至报告期末，由于湖南佳霖未能按计划取得五金零部件表面处理及热处理加工的国家审批的相关资质，公司并未向湖

南佳霖支付投资款项。 

(5)认购深圳惠信新兴产业投资基金份额，促进产业整合 

为了实现公司内生与外延的同步发展，开展产业整合工作，借鉴专业合作方的投资经验和资源，弥补公司投资人才缺乏

的短板，报告期内公司以自有资金 6,000 万元认购了深圳智度德信股权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智度德信”）发起设

立的深圳智度惠信新兴产业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惠信基金”）的基金份额。 

惠信基金总规模为 30亿元人民币，首期规模为 15亿元，其中公司拟作为惠信基金的有限合伙人（LP）认购人民币 6,000

万元。截至报告期末，公司已支付投资款项 3,000万元。 

(6)加大印度子公司投资，提升竞争优势 

为了贴近重要客户、抢占市场先机，利用印度人力资源丰富、成本低廉的优势，并降低中美贸易摩擦常态化所带来的风

险，公司在报告期内收购了瀛通（印度）电子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印度瀛通”）少数股东所持 30%股权，并向印度瀛

通增资 1,500 万元。股权收购完成后，印度瀛通成为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报告期内，印度瀛通已完成设备安装调试、成品率稳定、人员招聘及培训等工作。 

4. 公司治理 

公司在上市后，仍不断完善法人治理结构，健全内部管理制度。2018年完成《公司章程》的修订，对投资及担保事项权

限、股东大会累计投票约定进行了细化，对董事会授权事项进行了更为明确的约定，以确保公司各项管理运营工作合法、合

规、高效，进一步提高公司规范运作和治理水平。 

5. 研发创新 

公司始终坚持以市场为导向，对研发创新进行持续投入，并取得了显著成果。 

2018年度，公司研发投入为 4,367.40万元，占营业收入的 4.87%，截止 2018年 12 月 31日，公司已经获得各项专利 229

项，其中发明专利 52项(日本发明专利 1 项，美国发明专利 2项），实用新型专利 156项（日本实用新型专利 1项），外观设

计专利 21 项。主要包括可无线充电的耳机发明专利、可分享式音乐耳机发明专利、耳机线材用高分子基纳米复合材料及其

制备方法发明专利、连接器信号线的制备方法及连接器信号线发明专利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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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新品研发方面，公司成功开发出了渐变色耳机线、耐拉力数据线、使用 CSR8635+AMS3435 方案蓝牙降噪耳机、使用

Broadcom BT SOC配套降噪 DSP 方案的同声翻译耳机、采用 CSR8670+助听算法集成方案智能助听耳机、使用复合金属振膜的

TWS主动降噪耳机等具有市场竞争力的产品。 

报告期内，公司位于东莞园区的实验室获得了中国合格评定国家认可委员会（CNAS）认证；建立了行业内一流的全消音

室及听音室，消音室底噪低至 7.9db，配备了顶级的声学、电子测试系统 B&K 和 APX555等设备,建立了完善的测试技术方法；

共承担并参与科技项目 20 余项，在耳机声学设计的增强低音二次半声腔、自适应降噪系统、语音识别、语音交互、在线实

时翻译、心率计步、自适应助听、骨传导、高分子膜片材料研究等方面有了很大的突破。 

6. 企业荣誉 

公司荣获国家博士后科研基地、湖北省支柱产业细分领域隐形冠军企业、湖北省守合同重信用企业、湖北省法治建设示

范企业、咸宁市突出贡献民营企业、咸宁市民营企业 30 强、AAA 级信用企业、中国电子元件百强企业等数十项荣誉；湖北

园区荣获湖北省文明诚信示范企业、湖北省职工（劳模）创新工作室、咸宁市非公有制经济先进基层党组织等荣誉；东莞园

区荣获东莞市高新技术产业协会第一届常务理事单位、东莞市守合同重信用企业联合会第一届理事单位等荣誉。 

7. 党建工作 

为了让公司党员在企业经营发展中起到先锋模范带头作用，使党建工作能进一步促进企业的发展，公司党委开展了部分

具有代表性的工作如下： 

(1) 东莞园区党员开展了为企业经营发展献计献策的活动； 

(2) 公司党委发出《在全体党员中开展“一联、双责、三无、五在前”竞赛活动的通知》，要求全体党员进一步强化党员意

识、发挥党员作用、为推动公司跨越发展作出新贡献； 

(3) 公司党委积极开展支部主题党日活动，湖北园区及东莞园区同步开展 2018年第三期支部主题党日活动； 

(4) 举办“学党章、唱红歌、当表率”活动，全体党员，部分管理干部、入党积极分子共 200多人参加； 

(5) 组织党员、部分劳动模范、技术骨干到韶山进行革命传统教育。 

2018年，公司各项工作开展以及成果，离不开党员的奉献及模范带头作用。在 2019 年元旦晚会暨 2018年度总结表彰大

会上，表彰的 60名各类获奖人员中有 29人是共产党员,占获奖总人数的 48%。 

2018年，公司党委被评为咸宁市全市非公有制经济组织“先进基层党组织”。 

2、报告期内主营业务是否存在重大变化 

□ 是 √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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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声学零件 481,912,278.35 55,453,586.66 35.08% -11.46% -38.63% -4.14% 

耳机产品 189,380,508.93 11,559,124.62 18.61% 752.50% -868.66% 34.60% 

数据线及其他 219,275,676.66 6,748,087.08 9.38% 46.82% 95.18% 3.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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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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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位：元 

原列报报表项目及金额 新列报报表项目及金额 

应收票据 1,149,008.26 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 207,395,702.51 

 应收账款 206,246,694.25 

应收利息 1,474,166.67 其他应收款 5,778,895.68 

应收股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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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应收款 4,304,729.01 

固定资产 221,178,813.76 固定资产 221,178,813.76 

固定资产清理  

在建工程 19,219,812.85 在建工程 19,219,812.85 

工程物资  

应付票据  应付票据及应付账款 103,542,736.36 

应付账款 103,542,736.36 

应付利息  其他应付款 3,561,876.64 

应付股利  

其他应付款 3,561,876.64 

长期应付款  长期应付款  

专项应付款  

管理费用 99,537,707.40  管理费用   59,346,903.33 

 研发费用   40,190,804.07 

收到其他与经营活动有

关的现金 

 17,022,802.40  收到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

的现金 

17,022,802.40 

收到其他与投资活动有

关的现金 

 480,345,868.19  收到其他与投资活动有关

的现金 

480,345,868.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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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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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期内，公司收购联韵声学100%股权，公司将联韵声学资产负债表纳入合并报表范围。 

（4）对 2019 年 1-3 月经营业绩的预计 

□ 适用 √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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瀛通通讯股份有限公司（盖章） 

 

法定代表人（签字）                  

 

黄   晖 

 

2019 年 4 月 24 日 

 

 

 

 

 


	一、重要提示
	二、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简介
	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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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分季度主要会计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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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10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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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1、报告期经营情况简介

	否
	2、报告期内主营业务是否存在重大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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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是否存在需要特别关注的经营季节性或周期性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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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面临暂停上市和终止上市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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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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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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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对2019年1-3月经营业绩的预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