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公司代码：603118                                公司简称：共进股份 

 

 

 

 

 

 

 

深圳市共进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一 重要提示 

1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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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年度报告全

文。 

 

2 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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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半年度报告未经审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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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半年度不实施利润分配 

二 公司基本情况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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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共进股份 603118 无变化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贺依朦 李艳 

电话 0755-26859219 0755-26859219 

办公地址 深圳市南山区南海大道1019号

南山医疗器械产业园B座5楼 

深圳市南山区南海大道1019号

南山医疗器械产业园B座5楼 

电子信箱 heyimeng@twsz.com liyan@twsz.com 

 

2.2 公司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

增减(%) 

总资产 7,690,649,587.77 8,099,399,624.08 -5.0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资产 

4,297,807,180.80 4,507,639,190.02 -4.66 

 本报告期 

（1-6月）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

减(%)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334,760,888.27 152,685,984.58 119.25 

营业收入 4,032,940,682.39 3,617,332,171.06 11.4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 

170,589,084.77 56,558,286.05 201.6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 

160,488,814.30 50,923,435.28 215.16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

益率（%） 

3.83 1.29 增加2.54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

股） 

0.22 0.07 214.29 

稀释每股收益（元／

股） 

0.22 0.07 214.29 

 

 

2.3 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 股 

截止报告期末股东总数（户） 45,468 

截止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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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质押或冻结的股

份数量 

汪大维 境内自

然人 

24.19 187,638,703 0 无 0 

唐佛南 境内自

然人 

24.17 187,513,224 0 无 0 

华鑫国际信托有限公司－华

鑫信托·国鑫 33 号集合资

金信托计划 

其他 1.32 10,266,665 0 未知   

青岛城投金融控股集团有限

公司 

国有法

人 

1.32 10,202,898 0 未知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境外法

人 

1.18 9,118,571 0 未知   

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约定购回式证券交易专用证

券账户 

其他 0.95 7,360,000 0 未知   

崔正南 境内自

然人 

0.51 3,949,002 0 无 0 

王丹华 境外自

然人 

0.51 3,949,002 0 无 0 

李晋安 境内自

然人 

0.44 3,425,940 0 未知   



吕巧华 境内自

然人 

0.41 3,218,640 0 未知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1、汪大维先生、唐佛南先生是公司控股股东暨实际

控制人。2、汪大维先生和王丹华女士为配偶关系；唐佛

南先生与崔正南女士为配偶关系。此四人为一致行动人。

3、未知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关

系。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

的说明 

无 

 

 

 

2.4 截止报告期末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前十名优先股股东情况表 

□适用  √不适用  

2.5 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适用  √不适用  

 

2.6 未到期及逾期未兑付公司债情况 

□适用√不适用  

 

三 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3.1 经营情况的讨论与分析 

2019 年上半年，国内外经济形势严峻。在此形势下，公司管理层带领公司上下一心迎着困难，

砥砺前行,通过体制改革全面优化、聚焦主营业务发展、清除多方消极因素等一系列措施,超额完

成上半年任务目标，取得亮眼业绩。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40.33 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 11.49%，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 1.71 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 201.62%，毛利率比上年同期提升 5.39%。 

1、研发投入持续增加，拓展企业技术储备 

报告期内，公司研发费用为 2.15 亿元，比上年同期增加 27.95%。公司在全国拥有多个研发

中心，建立高规格实验室，加强与芯片供应商技术合作，推动公司技术能力跃进。 

1.1 基础宽带产品迭代升级 

2019 年我国大规模部署千兆宽带接入网络，推动固定和移动宽带迈入千兆时代。用户需求的

升级进一步推动技术的发展，对 PON 技术也提出了更高要求。升级前的 PON 技术能提供的有效极

限带宽在 100M-200M 左右，升级到 10G PON 后，能提供极限达 1000M 左右的带宽。10G PON 满足

更多用户高速率网络接入需求，将成为千兆时代下主流接入技术。公司在升级 PON 技术，实现 PON 

设备更快速率的同时，也逐渐往智能化方向发展，在软件上具备更大的可拓展性，融合更多功能。 

Wi-Fi 6 技术落地，带来新一代 WIFI 产品的变革。Wi-Fi 6 具有高速率高接入数、低时延低

能耗的特性，可以提供接近 10Gbps,4 倍于传统 Wi-Fi 的带宽。据 Dell’Oro 的预测 , Wi-Fi 6 AP

将在 2023 年占室内 AP 市场出货量的 90%。公司密集部署 Wi-Fi 6 产品线，强大的设计及生产能

力，可以为客户提供性能更优、质量更好的无线网络产品。  



同时，公司的 MESH 产品也不断升级，能够更好地解决家庭网络覆盖问题。开创性的 MESH 无

人车自动化测试系统，针对大户型无线覆盖、无线 Mesh 网络等综合应用场景，结合分布各个房间

的定点无线接入端，模拟家庭、办公的日常 WiFi 使用场景，对 WiFi 覆盖、Mesh 漫游等实现自动

化无人值守测试，创新测试过程，提升产品质量。  

1.2 新世代 5G 技术持续孵化 

“二次创业”提出后，根据既定的创新转型发展规划，公司除继续专注主营的宽带通信终端

产品业务外，还在移动通信设备及应用领域增加投入，通过自我生长与并购融合，提升产品技术、

扩大市场范围。报告期内，公司继续推动新业务稳定发展，加强管理与投入持续孵化。强化与芯

片企业合作，基于高通 FSM100xx 5G 平台拓展公司原有小基站产品线，通过自有软件与其开发平

台结合，建设满足客户需求的小基站解决方案。公司与中国电信签约 5G 合作，并在 2019 年 MWC

大会期间接受中国移动 5G 联合创新中心合作伙伴授牌，加快了公司移动通信业务发展，并为公司

持续探索产业路线奠定行业基础。 

2、巩固国内龙头地位，危中寻机强化海外领先优势 

公司作为国内最大的通信终端设备制造商，持续深耕海外通信终端市场多年，在终端通信设

备领域具备强大的综合竞争力及品牌信誉度，在海外市场极具竞争优势。报告期内，伴随海外市

场光通信等宽带终端设备需求的增长，公司在日韩、欧洲等重点地区业务量大幅提升。同时为应

对国际贸易环境变化影响，公司加快海外基地建设，一方面可以减少不利影响，另一方面拓展新

的海外基地，增加海外业务增长点。 

3、策略合作建立供应联盟，智能升级加持精益生产 

报告期内，公司供应商战略管理、产品优化设计、原料替代等成本控制措施取得良好成效。

新产品、重点产品项目成本优化工作全面启动，有序开展；库存优化工作持续进行。通过深入、

周密的降价规划及供应商有效资源管理，有效地控制物料成本。严抓精确订单需求，提高物料周

转次数，持续降低库存和呆滞。同时充分借助日本精益顾问专家的指导进行精益化改造，强化工

厂 MES 系统、质量管理系统、智能化自动化水平，提升生产效率和生产质量，达成损失工时下降

10%的目标。   

4、产销融合打造高效决策企业，授权管理培养发展领军人才 

上半年公司进行组织架构融合改革，打破部门墙，调整产品线，简化流程，提高效率。通过

对产品线、流程、制度、人员等多方面的调整和优化，实现效率、质量和成本的多重改进，最终

实现整体效益的大幅提升。一切以“满足客户需求”为原则，增强各产品线对客户的把控能力，

推进工作任务在不同组织间平滑过渡，让客户需求贯穿整个产品的全流程，最大限度满足、最快

速度响应客户的质量、成本、交付、性能等多方面要求。此次的体制改革优化使公司架构更加扁

平化、高效化，工作质量与效率提升，精细化管理水平进一步加强。管理改革将业务的指挥权、

决策权、执行权全部下放到直接领导团队，简化管理结构，取消业务上的双重领导模式。提高对

管理团队的要求，加强培养领军人才。 

 

3.2 与上一会计期间相比，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原因及其影响 

√适用  □不适用  

1、财政部于 2017 年 3 月 31 日分别发布了《企业会计准则第 22 号——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

（2017 年修订）》（财会〔2017〕7 号）、《企业会计准则第 23 号——金融资产转移（2017 年修订）》

（财会〔2017〕8 号）、《企业会计准则第 24 号——套期会计（2017 年修订）》（财会〔2017〕9 号），

于 2017 年 5 月 2 日发布了《企业会计准则第 37 号——金融工具列报（2017 年修订）》（财会〔2017〕



14 号）（上述准则以下统称“新金融工具准则”）。要求境内上市企业自 2019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 

    根据新金融工具准则的实施时间要求，公司于 2019 年 1 月 1 日起执行上述新金融工具准则，

并依据上述新金融工具准则的规定对相关会计政策进行变更。本次会计政策变更不会对公司以前

年度的财务状况、经营成果产生影响。 

   2、财政部于 2019 年 4 月 30 日发布《关于修订印发 2019 年度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通知》

（财会[2019]6 号），对企业财务报表格式进行调整。本公司根据财会[2019]6 号规定的财务报表格

式编制 2019 年中期财务报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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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2018.12.31 调整前 调整后 变动额 

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 2,657,018,944.65  
-2,657,018,944.6

5 

应收票据  599,065,785.20 599,065,785.20 

应收账款  2,057,953,159.45 2,057,953,159.45 

应付票据及应付账款 2,457,460,159.42  
-2,457,460,159.4

2 

应付票据  709,633,912.16 709,633,912.16 

应付账款  1,747,826,247.26 1,747,826,247.26 

     公司于2019年8月12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公司会计政策变更的

议案》，该议案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本次会计政策变更，仅对公司财务报表项目列示产生影响，

对公司损益、总资产、净资产不产生实质性影响。 

 

3.3 报告期内发生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更正金额、原因及其影响。 

□适用  √不适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