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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929                            证券简称：润建通信                             公告编号：2019-020 

润建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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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报告的董事会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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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0,746,347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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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润建通信 股票代码 0029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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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沈湘平 罗剑涛 

办公地址 
南宁市青秀区民族大道 136-5 号华润中心

C 座 32 楼 

南宁市青秀区民族大道 136-5 号华润中心

C 座 32 楼 

电话 0771-2869133 0771-2869133 

电子信箱 rjtxdsh@163.com rjtxdsh@163.com 

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一）公司从事的主营业务 

公司主营业务包括通信网络建设服务、通信网络维护及优化服务，报告期内未发生变化。 

1、通信网络建设服务 

公司具备通信工程施工总承包壹级资质、通信信息网络系统集成甲级资质及安防工程、送变电工程、钢结构工程、建

筑智能化工程、机电设备安装工程等多项工程专业资质，可以承接各种规模的通信信息网络建设工程总体方案策划、设计、

设备配置与选择、软件开发、工程实施、工程后期的运行保障等业务。目前，公司承接的通信网络建设服务涉及通信网络的

核心网、传输网、无线及有线接入网等多个网络的建设以及通信铁塔基站配套设施的建设服务。 

核心网建设服务主要包括：2G/3G/4G 融合核心网、信令网、短信网关等核心网设备的安装、调试、开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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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输网建设服务主要包括：骨干网、城域网、本地网；配套设备及电源设备的安装、调试；传输骨干网、本地网的建

设。 

无线接入网建设服务主要包括：接入网基站选址；基站机房配套建设及装修；无线主设备安装、调试及开通；动力电

源的引入、安装、调试；室内室外天馈系统安装、调试；室内分布系统、WLAN及直放站的选址、设计、安装、调试等。 

有线接入网建设服务主要包括：FTTX（FTTB/FTTH）工程；集团客户专线、家庭宽带客户网络等建设。 

通信铁塔基站配套建设服务主要包括：新建、存量改造搬迁基站的开关电源、蓄电池、配电箱、电力电缆、接地排、

走线架、空调、室外机柜、油机、旧塔新增天线支架的安装、搬迁、拆除、调试等工作。 

2、通信网络维护及优化服务 

（1）通信网络维护服务 

通信网络维护服务主要是提供通信网络机房环境、基站设备、传输线路及附属设施的运行管理、例行检修及故障处理

等全方位的专业技术服务；提供对因各种突发原因造成的通信网络重大故障做出快速响应并在最短时间内给予解决的应急通

信保障服务；为重要社会活动或特殊事件提供应急通信保障服务。通信网络维护服务主要包括机房环境维护、基站及配套维

护、室分直放站及WLAN维护、铁塔及天馈维护、传输线路维护、集团客户专线维护、家庭宽带维护等。 

目前，公司在全国二十余个省（市）承接通信运营商的通信网络综合维护服务和中国铁塔基站配套综合维护服务，在

各省（市）对应维护区域设立维护驻点，满足日常维护要求并能够及时提供应急通信保障，为客户提供快速、及时、优质的

通信网络维护服务，保证了通信运营商的网络畅通和用户的通信质量以及中国铁塔资产的保值增值。 

（2）通信网络优化服务 

通信网络优化服务主要是采集多维网络数据，结合业务种类及优化需求进行综合数据分析，通过调整优化，不断增强

移动通信网络的稳定性、可靠性、高效性、适用性，改善运营商的业务品质，提升移动通信终端用户感知。 

公司拥有专业的网络优化分析团队，与华为、中兴通讯等主流设备商建立了长期的合作关系，具备多厂家、多运营商

的综合性网络优化能力，能够针对GSM、CDMA、WCDMA、TD-SCDMA、LTE等多种制式无线网络提供专业的优化解决

方案，包括建网初期及后期扩容的工程优化服务、运维期间的日常网络优化服务、针对网络短板的专项网络优化服务，致力

于节电功能、深度覆盖优化、基础射频优化等专项内容，切实提升无线网络质量和用户感知。 

（二）经营模式 

公司为客户提供通信技术服务，主要客户为通信运营商、中国铁塔、设备厂家。客户根据自身需求，通过公开招标的

形式采购其所需的各类服务，公司获取客户业务主要是通过参与客户招标的方式实现。 

报告期内公司的经营模式（采购、生产、销售等）未发生重大变化。 

（三）行业发展 

随着5G、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一轮信息技术孕育兴起，技术创新与跨界融合趋势愈发明显，市场竞

争更趋激烈复杂，业务形态发生深刻变化。随着实体经济和数字经济加速融合，信息通信与各行各业融通发展的新趋势正在

形成。智慧城市、数字家庭、共享服务、万物互联等产业互联网应用催化着流量型业务迅猛发展。基础电信企业的业务形态

从面向语音、面向客户的传统通信服务，迅速拓展到为各行各业提供丰富快捷的数字化服务。 

同时，5G2018年开始试点，将推动网络基础设施加速向高速率、全覆盖、智能化发展，从带宽、时延、同步、组网、

基础资源等方面对传输网络提出了更高要求；5G具有密集、高频段、多制式天线组网等特点，需要通过规模实验充分积累

4/5G融合组网及运维经验。对下一代网络建设，需要技术服务提供商加快推进网络运维调整，提升运维智能化自动化支撑能

力，打造既懂CT又懂IT的新型数字化人才队伍。 

针对市场环境的变化，公司进一步扩展服务对象范围。除为通信行业提供技术服务外，公司的服务范围将逐渐扩展到

为互联网、广电网、电力等行业的通信网络提供技术服务；随着社会信息化加速，对政府信息化、企业信息化的服务向纵深

展开；同时公司的服务对象愈加广泛，不仅限于基础电信运营商，逐渐开始为设备制造商、专用通信网、媒体运营商、及政

府机关、企事业单位的通信网络提供技术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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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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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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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31,680,137.02 2,778,394,660.03 16.31% 2,293,120,851.5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205,877,713.64 239,400,030.68 -14.00% 178,815,158.7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178,122,049.06 229,986,346.41 -22.55% 171,506,300.63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70,930,253.78 -188,078,079.28 190.88% -77,062,579.50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97 1.45 -33.10% 1.10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97 1.45 -33.10% 1.1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8.84% 22.46% -13.62% 26.88% 

 2018 年末 2017 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减 2016 年末 

资产总额 3,913,670,385.69 2,386,839,788.46 63.97% 1,908,711,960.8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2,630,309,970.50 1,189,539,737.08 121.12% 945,994,464.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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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57,884,563.69 844,171,755.25 735,569,705.85 994,054,112.2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39,146,540.03 63,550,619.32 37,075,082.57 66,105,471.7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38,875,363.04 62,682,182.97 24,496,454.80 52,068,048.25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396,720,643.49 -211,218,346.63 111,427,746.01 667,441,497.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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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7,423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

一个月末普通股股

东总数 

33,3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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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建国 境内自然人 35.52% 78,415,666 78,415,666 质押 29,962,800 

珠海弘泽熙元

投资管理中心

（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

法人 
23.60% 52,103,829 52,103,829   

广西威克德力

投资管理中心

(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

法人 
6.17% 13,625,479 13,625,479   

广西盛欧投资

管理中心(有限

境内非国有

法人 
2.72% 5,995,210 5,995,2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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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伙) 

珠江西江产业

投资基金管理

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0.94% 2,075,680 2,075,680   

新余市鑫宏图

投资中心（有限

合伙） 

境内非国有

法人 
0.88% 1,942,356 1,942,356   

郑志树 境内自然人 0.86% 1,895,035 1,895,035 质押 1,895,035 

吉林省现代农

业和新兴产业

投资基金有限

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0.45% 1,000,000 1,000,000   

广东广垦太证

现代农业股权

投资基金（有限

合伙） 

境内非国有

法人 
0.45% 1,000,000 1,000,000   

海通（吉林）现

代服务业创业

投资基金合伙

企业（有限合

伙） 

境内非国有

法人 
0.45% 1,000,000 1,000,0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

动的说明 

1、蒋鹂北女士系李建国先生配偶、公司共同实际控制人；蒋鹂北女士为珠海弘泽熙元投资管

理中心（有限合伙）的普通合伙人，蒋鹂北女士与李建国先生持有该合伙企业全部合伙份额；


2、广西威克德力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系公司为激励管理层及骨干员工所设立的持股平

台，李建国先生持有威克德力 73.39%的合伙份额，为该合伙企业的执行事务合伙人。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

说明（如有） 

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中，股东胡双怀在报告期末持有股份数量为 497,400 股，其中普通证券账

户持有数量为 240,500 股，信用证券账户持有数量为 256,900 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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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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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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软件与信息技术服务业 

2018年是公司上市元年，公司在加强经营管理工作合规化的同时延续全国市场扩张的策略，进一步巩固公司在优势业

务、优势区域的领先地位。在市场竞争激励、经营成本高企的环境下，公司优化管理体系和人员结构，借助信息化系统提升

管理效率，采用智能化作业系统提升交付质量，以降低成本增长幅度。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323,168.01万元，同比增长16.31%；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净利润20,587.77万元，同比降低

14%。 

报告期内，公司开展重点工作如下。 

（1）市场 

2018年，公司基本完成了新市场区域服务网络的建设，完成华南、华东、华中、华北、东北、西北、西南七大区域市

场布局，搭建起辐射全国范围的综合信息网络技术服务平台。在今年中国移动综合代维集中采购的两期招标中，均以总排名

第一的市场份额中标。其中2018年3月份的中国移动代维集采共招标安徽、海南、吉林、辽宁、天津5个省份，是唯一一家5

省、直辖市均中标的单位；在2018年12月份中国移动代维10省集采采购中，公司参与投标的9个省份均中标，投标中标率达

100%，其中在5个省份的市场份额排名第一。在通信工程业务方面，突破贵州、江苏、湖北移动室分业务以及内蒙古、江苏、

贵州、安徽移动驻地网业务。在网络优化业务上取得较大突破，公司中标广东和河北两个省份的中国移动中/低端无线网络

优化集采项目第一份额。 

此外，在业务结构多元化改善方面显雏形，在行业创新上，公司大数据产品初具优势，获取广东移动、设计院、中移

全通、天津联通及南航7个项目，为客户提供大数据专业服务及创新性的解决方案，驱动数据价值从传统业务支持向推进商

业决策的业务模式转型。公司开拓了甘肃、海南、云南、广东铁塔融合智能监控业务，公司基于传统通信技术服务的智能化

作业平台业务崭露头角，在CT技术应用业务上实现云南移动重点场景问题分析项目，形成基于CT新技术新应用新方案的新

服务与新产品，为客户提供更先进的通信服务解决方案。在非运营商的企业业务方面，实现多行业、跨领域突破，先后突入

教育行业、金融行业、市政行业、城市轨道交通信息化集成、改迁，并在IDC领域有较好的发展趋势，先后在万国数据、腾

讯、农信社实现了业务破冰。另在云业务方面获得腾讯、天翼、SAP合作代理资格，与多家行业公司达成战略合作协议，通

过战略合作提升公司核心竞争力，现出新的发展态势。 

（2）研发工作 

为了进一步加强公司的研发能力，2018年公司通过整合内外部的研发资源，成立了创新研发院，积极从外部引入高层

次人才，同时开展内部人才培养工作，提升团队整体优势，强化竞争合力，形成了一支技术先进、视野开阔、经验丰富的研

发团队。 

目前公司创研院在5G技术、物联网、大数据、云计算等领域开展了大量的研究工作，形成了多种行业解决方案、实施

案例。 

（3）重点管理工作 

报告期内，公司围绕管理效率提升工作，进一步加快企业信息化支撑平台的研发建设，目前已取得良好效果。同时，

围绕交付质量管理和加快应收账款回款工作，公司聚焦项目管理能力的提升，加强对一线项目部岗位职能的管理，对一线员

工进行授权与赋能。另外，还建立起以问题处理为核心的职能价值评估体系，进一步简化内部管理工作，强化职能部门服务

一线、服务项目的定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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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信网络建设服

务 
1,765,706,884.82 381,085,674.21 21.58% 20.00% 3.36% -3.47% 

通信网络维护与

优化服务 
1,465,973,252.20 265,294,937.65 18.10% 12.17% -20.74% -7.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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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财政部2018年6月15日发布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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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

对尚未执行新金融准则和新收入准则的企业应按如下规定编制财务报表： 

资产负债表中将“应收票据”和“应收账款”归并至新增的“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项目；将“应收股利”和“应收利息”归并至

“其他应收款”项目；将“固定资产清理”归并至“固定资产”项目；将“工程物资”归并至“在建工程”项目；将“应付票据”和“应付

账款”归并至新增的“应付票据及应付账款”项目；将“应付股利”和“应付利息”归并至“其他应付款”项目；将“专项应付款”归并

至“长期应付款”项目。 

利润表中从“管理费用”项目中分拆出“研发费用”项目，在财务费用项目下分拆“利息费用”和“利息收入”明细项目。 

本公司根据财会[2018]15号规定的财务报表格式编制2018年度财务报表，并采用追溯调整法变更了相关财务报表列报。

相关列报调整影响如下： 

2017年12月31日受影响的合并资产负债表和母公司资产负债表 

项目 合并资产负债表 母公司资产负债表 

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前 调整后 

应收账款 1,291,677,503.25  1,291,677,503.25  

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  1,291,677,503.25  1,291,677,503.25 

应付票据 20,000,000.00  20,000,000.00  

应付账款 539,854,990.24  534,713,176.60  

应付票据及应付账款  559,854,990.24  554,713,176.60 

应付利息 122,564.10  122,564.10  

其他应付款 5,273,249.95 5,395,814.05 5,018,111.35 5,140,675.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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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度受影响的合并利润表和母公司利润表 

项目 合并利润表 母公司利润表 

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前 调整后 

管理费用 261,826,151.01 173,795,414.88 255,151,137.07 167,670,580.67 

研发费用  88,030,736.13  87,480,556.40 

营业外收入 1,131,725.27 169,736.91 1,091,744.37 129,756.01 

其他收益 10,720,600.00 11,682,588.36 10,498,200.00 11,460,188.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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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报告期无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 

（4）对 2019 年 1-3 月经营业绩的预计 

□ 适用 √ 不适用  

 

 

润建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许文杰           

2019 年 4 月 2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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