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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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致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本公司出具了无法表示意见的审计报告，本公司董事

会、监事会对相关事项已有详细说明，请投资者注意阅读。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本公告披露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致同会

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及公司董事会、监事会、独立董事出具专项说明及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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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度不进行现金和股票股利分配，亦不进行资本公积转增股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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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信威集团 600485 中创信测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王铮 葛旭萍 

办公地址 
北京市海淀区东北旺西路8号中关村软

件园7号楼一层 

北京市海淀区东北旺西路8号

中关村软件园7号楼一层 

电话 010-62802618 010-62802618 

电子信箱 investor@xinwei.com.cn investor@xinwei.com.cn 

 

2 报告期公司主要业务简介 

（一）主要业务 

报告期内，公司所从事的主要业务、主要产品及其用途未发生重大变化，主营业务依然为基

于 McWiLL 技术和 McLTE 技术的无线通信及宽带无线多媒体集群系统设备（包括终端、无线网

络、核心网、集群系统、多媒体调度系统）、运营支撑管理系统和移动互联网业务系统等产品的设

计、研发、生产、销售，以及相应的安装、维护以及其他相关技术服务。通信设备和软件销售是



公司主要的收入和利润来源。按照业务模式划分，公司业务主要分为海外公网、国内行业专网和

无线政务网、特种通信、通信网络监测和数据分析及地产业务。 

（二）经营模式 

1、海外公网业务 

公司的海外公网业务定位于为各国新锐本地运营商提供涵盖基础电信业务+移动互联网业务

的全业务电信解决方案及功能种类齐备的全套通信设备。基于多年的客户数据统计以及丰富、全

面的市场分析，结合 McWiLL 技术的语音与宽带移动数据业务融合特性和建设成本优势，公司将

主要焦点落在移动宽带数据和移动互联网基础较薄弱或渗透率不高、电信业务竞争不充分的国家

或地区，并响应国家“一带一路”倡议，以新兴市场中新锐电信运营商为目标客户群体，以较低的

总体拥有成本和全面的业务提供能力支持并满足新锐电信运营商的商业需求，从而为其带来商业

成功。 

公司自主研发的基于 4G 移动宽带通信技术的新一代 McWiLL 宽带移动通信系统不但能够支

持移动话音、移动宽带数据等传统 2G、3G、4G 技术下的电信业务，而且支持并集成了视频、移

动支付、移动电子商务、移动即时通信、移动游戏等新兴移动互联网应用以及无线多媒体集群业

务。McWiLL 技术改变传统运营商的商业模式，以体验为核心，以网络为基础，以内容为驱动，

实现网络快速搭建并构建健康的产业生态。应用 McWiLL 技术的无线通信系统已在柬埔寨、尼加

拉瓜投入商业运营，在俄罗斯、坦桑尼亚、乌克兰等国家已投入规模网络建设。 

在海外公网业务的经营中，采取以网络设备及终端的销售为主，以支撑技术及增值服务的供

应为辅的业务模式，并通过持续向电信运营商销售终端产品及移动应用软件、与电信运营商进行

移动互联网业务收益分成、向电信运营商提供远程网络服务等方式获取后续收入。 

公司具体参与各业务环节以及提供的技术/产品如下图下表所示： 

 

支撑技术供应商 

网络设备供应商 

 

 

终端商 

集成商 

增值服务提供商 

运营商 

消费者/用户 



网 络 设

备 供 应

商 

网络设备供应商通过不断的技术革新和升级，在

充当电信技术进步的原动力同时，其自身也在发

生裂变，或侧重于移动通信业务设备，并在推动

技术进步的过程中，不断影响市场需求与选择。 

公司生产基于 McWiLL 技术

的无线通信网络产品，通过销

售网络设备软硬件和服务获

取收入。 

电 信 运

营商 

在通信产业链系统中，电信运营商扮演着极其关

键的角色。是整个产业链体系中的领导者和组织

者，是可以重新整合各方关系的最强力量，是最

有能力承担产业演进的推动者。此外，它还可以

通过组织各个其他主体的分工合作和密切配合来

实现多方共赢的局面。 

不适用 

移 动 通

信 增 值

服 务 提

供商 

移动通信服务提供商，因业务提供的专业化分工

而成为产业生态系统中不可缺失的关键一环。它

向用户提供更多的内容或提供相应的服务平台，

以期吸引用户，拉动用户需求。 

公司面向运营商开发了增值

业务 Coo 系列产品及服务平

台，如 CooTalk、CooMarts 等，

通过与运营商收益分成的方

式获取收入。 

集成商 

系统集成商以个性化定制服务进行改造开发和系

统集成工程实施，致力于将硬件、软件、服务和

工程建设捆绑起来的全面解决方案，使得电信网

络能提供更高效便捷的服务。 

不适用 

终 端 供

应商 

在产业链系统中，终端供应商是连接用户的最直

接媒介，其发育程度直接决定整个产业链系统服

务能力。 

公司通过自行生产和外包方

式制造并销售终端产品取得

收入。 

消费者 /

用户 

消费者和最终用户是整个产业链系统的核心。随

着市场竞争的加剧，通信产业发展越来越多地取

决于该群体的需求拉动。 

不适用 

2、国内行业专网及无线政务网业务 

国内行业专网和无线政务网的经营模式为研发、生产、销售及服务。主要产品包括基站、核

心网、调度系统、行业终端，以及政务网服务、智慧城市及系统集成解决方案。公司依托 McWiLL、

McLTE、aMESH 自组网等核心技术，依托多区域无线政务网频率及网络资源，和自身丰富的行业

信息化案例积累，向客户提供产品、集成、服务等类型灵活的信息化解决方案。随着智慧城市、

智能交通、智能电网等领域内行业信息化的纵深发展，以及对信息安全的刚性需求，行业专网及

政务网市场将继续保持增长。 

国内市场持续开展“政务网+行业直销+系统集成”的业务发展布局，在保持原有行业直销的优

势领域的增长之外，在无线政务网建设服务、智慧城市和系统集成等领域进行了积极和有效的拓



展。 

（三）公司主要产品 

1、McWiLL 主要产品 

主要的系统产品（基站）如下： 

 

 

公司同终端供应商合作开发的部分终端产品如下： 

 

 

 

主要的核心网产品如下： 



 

 

2、McLTE 产品 

主要的系统产品（基站）如下： 

 

 

 

 

主要的终端产品如下： 



 

 

 

 

主要的核心网产品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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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元  币种：人民币 

 
2018年 2017年 

本年比上年 

增减(%) 
2016年 

总资产 1,890,580.71 2,153,536.39 -12.21 2,203,998.42 

营业收入 49,896.21 64,693.46 -22.87 308,796.8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 
-289,830.20 -175,432.08   152,695.9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 

-279,303.29 -176,479.58   148,892.3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资产 
713,518.78 1,027,417.67 -30.55 1,182,774.74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4,952.37 -74,456.29   -371,880.37 

基本每股收益（元

／股） 
-0.99 -0.60   0.52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

益率（%） 
-34.08 -16.31 减少17.77个百分点 12.75 

 

3.2 报告期分季度的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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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565.94 6,388.98 5,746.27 32,195.0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49,312.68 4,438.22 -37,473.05 -207,482.6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 
-49,444.43 3,909.39 -37,469.06 -196,299.19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3,967.85 583.33 6,089.38 2,342.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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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5,355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末的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155,356 

截止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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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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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靖 -154,490,988 856,621,131 29.30 856,621,131 质押 856,621,131 境内自然人 

蒋宁 -26,582,592 164,667,042 5.63 164,667,042 质押 151,816,868 境内自然人 

王勇萍 0 159,316,561 5.45 0 质押 122,700,000 境内自然人 

大唐电信科技产

业控股有限公司 
0 107,809,841 3.69 0 无 0 国有法人 



北京华赛大有投

资基金（有限合

伙） 

0 80,337,824 2.75 0 无 0 其他 

中国证券金融股

份有限公司 
7,408,455 53,281,145 1.82 0 无 0 未知 

王庆辉 0 52,514,900 1.80 0 质押 4,400,000 境内自然人 

唐海蓉 0 31,028,191 1.06 0 无 0 境内自然人 

信达澳银基金－

光大银行－中航

信托－天启 520

号中创信测定增

项目集合资金信

托计划 

2,801,662 20,157,683 0.69 0 无 0 其他 

财通基金－招商

银行－中国长城

资产管理公司 

2,746,452 19,760,452 0.68 0 无 0 其他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

说明 

1、上述股东中蒋宁与王靖已于 2018 年 6 月 28 日解除一致行动关系；

2、公司未知上述股东间的关联关系，也未知其是否属于一致行动人。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

数量的说明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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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度，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49,896.21 万元，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289,83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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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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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集团对财务报表格式进行了以下修订： 

A、资产负债表 

将原“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行项目整合为“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 

将原“应收利息”及“应收股利”行项目归并至“其他应收款”； 

将原“固定资产清理”行项目归并至“固定资产”； 

将原“工程物资”行项目归并至“在建工程”； 

将原“应付票据”及“应付账款”行项目整合为“应付票据及应付账款”项目； 

将原“应付利息”及“应付股利”行项目归并至“其他应付款”； 

将原“专项应付款”行项目归并至“长期应付款”。 

B、利润表 

从原“管理费用”中分拆出“研发费用”； 

在“财务费用”行项目下分别列示“利息费用”和“利息收入”明细项目； 

本集团对可比期间的比较数据按照财会[2018]15 号文进行了调整。 

财务报表格式的修订对本集团的资产总额、负债总额、净利润、其他综合收益等无影响。 

（2）根据财政部《关于 2018 年度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有关问题的解读》，本集团作为个人

所得税的扣缴义务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收到的扣缴税款手续费在“其他收益”

中填列，对可比期间的比较数据进行调整，调增 2017 年度其他收益 16,305,885.39 元，调减 2017

年度其他应付款 16,305,885.39 元。 



本集团实际收到的政府补助，无论是与资产相关还是与收益相关，在编制现金流量表时均作

为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列报，对可比期间的比较数据进行调整，此次会计政策变更对 2017

年度的现金流量列报无影响。 

上述会计政策的累积影响数如下： 

                                                                  单位：元人民币 

受影响的项目 本期数 上期数 

期初净资产 -- -- 

  其中：留存收益 -- -- 

净利润 2,976,157.86 14,675,296.86 

资本公积 -- -- 

其他综合收益 -- -- 

专项储备 -- -- 

期末净资产 17,651,454.72 -- 

  其中：留存收益 14,522,673.7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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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期合并范围包括母公司及北京信威、北京中创信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中创股份”，由原

北京中创信测信息技术有限公司改制更名而来）、北京智信数通科技有限公司（“智信数通”）、北

京信威亚辰网络信息服务有限公司（“信威亚辰”）、北京信威置业发展有限公司（“信威置业”）、

信威（塞浦路斯）通信有限公司（“塞信威”）等 6 家子公司。 

截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通过上述子公司间接控制的子公司如下： 

序号 公司名称 简称 

一、通过北京信威控制的公司  

1 重庆信威通信技术有限责任公司 重庆信威 

2 深圳信威通信技术有限公司 深圳信威 

3 北京瑞平通信技术有限公司 瑞平通信 

4 北京华兰之家经贸发展有限公司 华兰之家 

5 信威（香港）通信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信威香港 

6 北京成君东方科技有限公司 成君东方 

7 北京信威永胜通信技术有限公司 信威永胜 



序号 公司名称 简称 

8 北京信友达视讯技术有限公司 北京信友达 

9 徐州信威通信技术有限公司 徐州信威 

10 河北信威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河北信威 

11 西安信威通信技术有限公司 西安信威 

12 涿鹿华达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华达地产 

13 Telint Systems,Inc. 特林特公司 

14 Luxembourg Space Telecommunication S.A. 空天通信公司 

15 Telecomunicaciones Espaciales de Nicaragua,S.A. TEN 公司 

16 Telecomunicaciones Nicasat,S.A. NICASAT 公司 

17 Luxembourg Space Telecommunication US,LLC 美国公司 

18 Luxembourg Space Telecommunication Do Brasil Ltda. 巴西公司 

19 Big Bird Ltd. 大鸟公司 

20 Big Bird Project Ltd. 大鸟项目公司 

21 信威（香港）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香港投资 

22 涿鹿信威物业服务有限公司 涿鹿物业 

23 Fortress Project UK Co.,Ltd 英国公司 

二、通过中创股份控制的公司  

1 北京沃泰丰通信技术有限公司 沃泰丰 

2 北京佳信汇通科技有限公司 佳信汇通 

3 合肥佳信数通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合肥佳信 

4 北京数洋智慧科技有限公司 数洋智慧 

5 医合智慧（北京）科技有限公司 医合智慧 

6 天津中创信测科技有限公司 天津中创 

7 启讯达（天津）软件技术有限公司 天津启讯达 

三、通过信威亚辰控制的公司  

1 山东信威广辰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信威广辰 

2 安徽信威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安徽信威 

3 海南信威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海南信威 

4 湖北信威通信技术有限公司 湖北信威 

5 江西信威亚辰通信技术有限公司 江西亚辰 

6 安徽信威亚辰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安徽亚辰 

四、通过塞信威控制的公司  



序号 公司名称 简称 

1 Xinwei Ukraine Limited Liability Company 乌克兰信威 

本期合并范围变化情况见“附注八、合并范围的变更”，子公司情况见“附注九、在其他主体中

的权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