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奥维通信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年度报告摘要 

1 

证券代码：002231                             证券简称：奥维通信                             公告编号：2019-024 

奥维通信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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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奥维通信 股票代码 0022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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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吕琦 潘玉昆 

办公地址 沈阳市浑南新区高歌路 6 号 沈阳市浑南新区高歌路 6 号 

电话 024-83782200 024-83782200 

电子信箱 lvqi@allwintelecom.com panyukun@allwintelecom.com 

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一、通信业务 

公司属于电信设备制造行业，主要为运营商提供移动通信网络优化覆盖设备及系统，包括方案设计、提供相关产品、设

备安装及调试至达到与运营商约定的网络质量要求。公司网优覆盖设备主要包括各类直放站、数字光纤分布系统、各类功分

器合路器等无源器件、各类室分天线、美化天线等，广泛应用于各种大型楼宇、场馆、会所等移动通信客户聚集区。目前，

公司主要客户为移动通信运营商、广电运营商及行业客户。公司主要通过参与运营商招标采购的直销模式，由市场部负责统

一安排参与运营商移动通信网络优化覆盖设备、系统集成、网络综合代维服务等业务的招标，公司根据中标情况组织生产，

并根据合同要求进行项目工程施工及开通调试，直到工程项目的覆盖效果达到与运营商约定的质量标准及技术要求。 

二、红木、珠宝玉石业务 

公司通过全资子公司、孙公司经营代表瑞丽市“两头文化"的红木和珠宝玉石业务。公司红木业务目前为通过公司在瑞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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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南亚红木城设置的占地 2,400 余平米的中缅红木自营品牌专卖店对外销售外采成品红木家具。公司珠宝玉石业务主要为

将公司通过利用聘请的行业知名专家团队鉴定完成后采购的翡翠原石明料通过瑞丽毛料城、佛山平洲玉器街、揭阳阳美玉都、

四会玉器市场等国内大型翡翠交易集散地主要通过参与公盘拍卖等多种方式对外销售的低风险翡翠原石明料贸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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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7,528,361.93 503,368,707.63 -50.83% 479,468,769.4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32,861,346.31 9,556,207.73 -1,490.31% 7,249,084.0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135,347,878.51 2,359,061.54 -5,837.36% 1,267,975.12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55,517,428.05 -91,579,260.91 160.62% 35,448,988.47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3724 0.0268 -1,489.55% 0.0203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3724 0.0268 -1,489.55% 0.0203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21.45% 1.40% -22.85% 1.10% 

 2018 年末 2017 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减 2016 年末 

资产总额 774,180,149.13 995,678,678.34 -22.25% 873,353,794.7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550,891,862.20 687,321,208.51 -19.85% 676,926,503.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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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9,465,821.91 74,804,892.38 47,659,608.01 75,598,039.6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3,023,007.98 -2,011,639.68 -5,704,218.54 -128,168,496.0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2,156,239.72 -3,076,736.89 -6,270,509.17 -128,156,872.17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1,660,326.43 -13,756,503.96 -545,045.09 48,158,650.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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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9,891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

一个月末普通股股

东总数 

42,1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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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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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丽市瑞丽湾

旅游开发有限

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27.95% 99,725,000  质押 99,725,000 

杜方 境内自然人 19.02% 67,875,000 50,906,250 质押 67,875,000 

何美香 境内自然人 1.60% 5,719,900    

喻建华 境内自然人 1.13% 4,030,703    

胡晓伟 境内自然人 0.46% 1,637,016    

田军 境内自然人 0.41% 1,476,541    

边塞 境内自然人 0.37% 1,337,630    

花明 境内自然人 0.36% 1,275,000    

计科平 境内自然人 0.35% 1,250,000    

林汉腾 境内自然人 0.34% 1,220,0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

动的说明 
未知上述股东之间存在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人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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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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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期内，5G已经完成第一阶段全功能标准化工作，国内4G通信网络进入建设末期，中国移动、中国联通、中国电信

三大运营商的资本开支连年持续下滑，同时通信运营商的采购政策和服务外包管理模式均由分散化趋向集中化，国内市场竞

争环境异常激烈，低价竞争仍未改善。受此影响，公司实现营业收入24,752.84万元，较去年同期下降50.83%。同时受公司

对中广传播集团有限公司相关应收账款计提减值准备影响，公司实现净利润-13,286.13万元，较去年同期下降-1,490.31%。 

报告期内，公司重点开展工作如下： 

1、保障传统业务稳定发展 

面对外部环境的不利局面，公司积极调配内部资源集中发展系统集成及技术服务业务，利用在在技术、团队、市场、

资金、管理等方面的优势拓展业务份额，保障收入稳定。 

2、积极培育新业务 

在行业应用及军工产品上，公司始终坚持军民融合发展的道路，致力打造军工信息化产品知名品牌，报告期内，公司

继续以通信、信息技术及军用物联网为方向，加大项目研发推进力度，形成数项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核心技术，相关产品及

解决方案取得项目方的初步认可。 

在珠宝玉石及红木业务上，公司已完成经营管理团队组建工作，聘请多位业内知名专家，组建购销渠道，初步完成业

务布局，实现销售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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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网络优化覆盖设

备 
22,115,659.83 1,682,471.69 7.61% -75.23% -90.56% -12.36% 

系统集成及技术

服务 
188,273,050.88 18,863,792.69 10.02% -1.42% -40.75% -6.65% 

行业应用及军工

产品 
18,688,366.40 3,354,772.10 17.95% -90.68% -90.59% 0.15% 

红木玉石产品 17,692,949.82 5,846,860.83 33.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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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期内公司营业收入比去年下降50.83%，营业成本比去年下降47.82%主要是因为公司行业应用及军工产品市场拓展

不及预期收入减少及网络优化覆盖设备销售减少所致。 

公司净利润较去年同期下降1,490.31%主要是因为公司收入减少及公司计提资产减值准备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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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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期内，财政部发布了《企业会计准则第22号——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财会〔2017〕7号）、《企业会计准则第 23

号——金融资产转移》（财会〔2017〕8号）、《企业会计准则第37号——金融工具列报》（财会〔2017〕14号）、《企 业

会计准则第16号—政府补助》（财会〔2017〕15 号）、《企业会计准则第14号——收入》（财会〔2017〕22号）、《企 业

会计准则第 42号—持有待售的非流动资产、处置组和终止经营》（财会〔2017〕13号）、《关于修订印发一般企业财务 报

表格式的通知》(财会(2017)30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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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根据上述会计准则的变更调整了公司的会计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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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期内公司注销清算天津市虚拟养老服务中心。 

（4）对 2019 年 1-3 月经营业绩的预计 

□ 适用 √ 不适用  

 

 

 

 

 

 

 

 

 

奥维通信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吕琦     

二〇一九年四月二十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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