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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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立信会计师事务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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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取 10%法定公积金，计 23,209,301.29 元；不提取任意公积金；扣除已实施 2017 年度现

金分红方案派现 378,739,251.16元，本次可供股东分配的利润合计 1,126,253,397.56元。以 2018

年度 12 月 31 日总股本 1,168,700,634股为基数，每 10股派发现金红利 3.4元（含税）；不进行

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 

此预案须经公司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二 公司基本情况 

1 公司简介 

股票种类 股票上市交易所 股票简称 股票代码 

A股 上海证券交易所 烽火通信 600498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符宇航 董强华 

办公地址 武汉市东湖高新区高新四路6号 武汉市东湖高新区高新四路6号 

电话 027-87693885 027-87693885 

电子信箱 info@fiberhome.com info@fiberhome.com 

 

2 报告期公司主要业务简介 

“宽带中国”和“互联网+”战略的逐步落地、“全光网”部署实施与“5G”网络建设的有序

推进都为光通信市场发展带来了机遇。大数据时代到来，越来越多的云计算数据中心、智能楼宇

和工业物联网等诸多新场景应用，需要更大带宽支撑不断增长的数据需求。我国现已建成全球规

模最大、技术领先的 4G 网络，万物互联的 5G 新时代也渐行渐近，人们期待已久的虚拟现实、物

联网、自动驾驶等都有可能变成现实，也将支撑远程医疗、车联网、大数据、云计算、智能家居、

无人机等多个行业的快速发展。这些新的应用场景对传送网的带宽、时延、可靠性等技术指标提

出了更高的要求，需要高带宽和低时延、高安全性和低功耗、高可靠性和深度覆盖的承载网络来



支撑，对光通信设备、光纤光缆等网络基础设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而且要求有相应的整体解决

方案来支撑。 

烽火一直坚持走市场化道路，引进和创新产品开发模式，构建“研发+市场”的紧密合作框架，

将市场需求作为项目立项和产品规划的重要依据，将市场占有率和盈利能力作为产品成功与否的

关键评判标准，坚持市场导向技术创新，前瞻布局前沿领域。在 2018 年，5G 无疑是整个行业中

关注度最高的一个关键词。面对 5G 时代的来临，烽火通信较早就启动了 5G 承载网技术的研究，

并取得了一系列的成果，包括发布 FitHaul 的 5G 承载网方案，聚焦开放的网络生态、灵活敏捷的

业务调度以及高效智能的运维管理，为客户带来“网随云动，云网融合”的体验；通过了权威机

构的组网测试；发布自主研发的1.2T单槽位设备等，5G解决方案覆盖了 SPN, WDM-PON, OTN, SDN，

网络运维等关键领域。在智慧政务、轨道交通、智能建筑等领域，烽火通信也与众多合作伙伴一

起，从丰富云产品、专业云服务、数字化解决方案三个维度，为政企数字化转型和未来发展提供

持续助力。 

但同时公司也看到运营商投资更加趋于谨慎、市场面临的竞争环境也更加复杂，国际政治经

济形势仍存在较大的不确定性。面对复杂多变的产业发展态势和应用需求演进，公司将进一步聚

焦资源、简政增效，瞄准战略机遇，保持在战略性、关键性的市场和产品布局、核心人才的培养

和保留等方面的投入，切实培育自主创新的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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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214,969,011.94 29,125,322,298.15 0.31 24,322,494,000.90 

营业收入 24,235,238,780.87 21,056,224,656.67 15.10 17,361,078,282.6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 

843,859,460.15 824,963,387.36 2.29 760,433,351.2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

利润 

794,735,607.57 788,851,346.42 0.75 687,111,912.1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资产 

10,009,573,376.00 9,527,624,812.24 5.06 7,279,677,577.85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量净额 

351,121,931.16 335,999,788.84 4.50 347,839,557.11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76 0.78 -2.56 0.73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76 0.78 -2.56 0.73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8.65 10.36 减少1.71 10.75 



（%） 个百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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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48,274,112.51 6,945,346,537.22 6,177,726,536.11 6,863,891,595.0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 
139,250,284.92 327,873,399.01 164,034,659.32 212,701,116.9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后的净利润 

133,352,945.32 322,577,293.62 152,938,115.82 185,867,252.81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2,905,084,485.42 -571,907,955.43 1,245,369,882.17 2,582,744,489.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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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0,380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末的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82,1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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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售条件的

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东 

性质 股份 

状态 
数量 

烽火科技集团有限

公司 

0 494,097,741 42.28 6,797,435 无   国有法

人 

拉萨行动电子科技

有限公司 

-13,000,000 18,956,067 1.62 4,564,607 质押 7,000,000 境内非

国有法

人 

深圳市国协一期股

权投资基金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 

0 13,579,781 1.16 0 无   其他 

九泰基金－邮储银

行－中邮证券有限

责任公司 

0 13,579,781 1.16 0 无   其他 

全国社保基金四一

三组合 

-5,985,273 12,514,598 1.07 0 无   其他 

湖南三力通信经贸

公司 

0 10,900,000 0.93 0 无   国有法

人 



中国人寿保险股份

有限公司－分红－

个人分红－005L

－FH002 沪 

-977,624 10,497,290 0.90 0 无   其他 

全国社保基金一一

零组合 

-406,800 9,696,421 0.83 0 无   其他 

中国人寿保险(集

团)公司－传统－

普通保险产品 

-4,361,639 9,411,698 0.81 0 无   其他 

郑凡 2,657,200 9,070,283 0.78 0 无   境内自

然人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

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公司控股股东与其他公司前十名股东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也不属于《上市

公司股东持股变动信息披露管理办法》中规定的一致行动人。公司未知上述

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是否属于《上市公司股东持股变动信息

披露管理办法》中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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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 年，公司聚焦信息通信主业，围绕 5G 技术和产业发展，加快推进光纤通信技术、数据

通信技术、集成电路技术等深度融合，同时积极践行“云网一体”的转型战略，在云计算、大数

据、信息安全、物联网等领域稳健发展，快速提升企业综合实力和科技创新能力。  

截止报告期末，公司总资产达 292.15 亿元，同比增长 0.31%；归属母公司所有者权益

1,000,957.34 万元，同比增长 5.06%；公司全年实现营业收入 2,423,523.88 万元，同比增长

15.10%；实现归属母公司净利润 84,385.95万元，同比增长 2.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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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财政部于 2018年 6月 15日发布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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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进行了修订： 

1、资产负债表中“应收票据”和“应收账款”合并列示为“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应付

票据”和“应付账款”合并列示为“应付票据及应付账款”；“应收利息”和“应收股利”并入

“其他应收款”列示；“应付利息”和“应付股利”并入“其他应付款”列示；“固定资产清理”

并入“固定资产”列示；“工程物资”并入“在建工程”列示；“专项应付款”并入“长期应付

款”列示。比较数据相应调整。 

2、在利润表中新增“研发费用”项目，将原“管理费用”中的研发费用重分类至“研发费

用”单独列示；在利润表中财务费用项下新增“其中：利息费用”和“利息收入”项目。比较数



据相应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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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武汉市烽视威科技有限公司 

武汉烽火信息集成技术有限公司 

烽火藤仓光纤科技有限公司 

武汉烽火国际技术有限责任公司 

南京第三代通信科技有限公司 

烽火通信印度私人有限责任公司 

烽火拉美线缆有限责任公司 

锐光信通科技有限公司 

武汉烽火通信产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长春烽火技术有限公司 

西安北方光通信有限责任公司 

成都大唐线缆有限公司 

武汉飞思灵微电子技术有限公司 

烽火云科技有限公司 

西安烽火数字技术有限公司 

烽火海洋网络设备有限公司 

武汉烽火锐拓科技有限公司 

烽火超微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武汉烽火光网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新疆烽火光通信有限公司 

烽火通信美国研究所 

本期合并财务报表范围及其变化情况详见本附注“八、合并范围的变更” 和 “九、在其他主

体中的权益”。 

 

 

 

董事长：鲁国庆 

董事会批准报送日期：2019 年 4 月 25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