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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300590                           证券简称：移为通信                           公告编号：2019-041 

上海移为通信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一、重要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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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者应当到证监会指
定媒体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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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年报的董事会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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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移为通信 股票代码 3005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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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杰 唐珺 

办公地址 上海市徐汇区宜山路 717 号 2 号楼 3 楼 上海市徐汇区宜山路 717 号 2 号楼 3 楼 

电话 021-54450318 021-54450318 

电子信箱 stock@queclink.com stock@queclink.com 

2、主要财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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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元） 272,950,453.10 187,863,210.78 45.2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63,056,529.63 48,709,847.49 29.4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后的净利润（元） 

50,045,512.94 42,196,731.25 18.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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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18,714,056.08 35,890,797.75 -47.86%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3941 0.3044 29.47%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3922 0.3044 28.84%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7.28% 6.26% 1.02%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减 

总资产（元） 1,049,129,441.65 1,061,811,736.57 -1.1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890,932,224.32 864,241,694.69 3.09%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报告期末股东总数 13,972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

股股东总数（如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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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廖荣华 境内自然人 37.90% 61,200,000 61,200,000   

精速国际有限公
司 

境外法人 15.60% 25,195,200 0   

信威顾问有限公
司 

境外法人 12.63% 20,395,200 0   

中国建设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中

欧电子信息产业

沪港深股票型证

券投资基金 

其他 1.62% 2,620,993 0   

华夏人寿保险股
份有限公司－分

红－个险分红 

其他 1.24% 2,007,221 0   

彭嵬 境内自然人 0.84% 1,350,000 1,350,000   

中国工商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中

欧价值智选回报

混合型证券投资
基金 

其他 0.83% 1,343,207 0   

中国建设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富

国国家安全主题
混合型证券投资

基金 

其他 0.70% 1,129,409 0   

张继松 境内自然人 0.63% 1,019,455 0   

中国农业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宝

盈科技 30灵活配

置混合型证券投
资基金 

其他 0.59% 950,000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

说明 

1、公司股东廖荣华、精速国际有限公司、信威顾问有限公司、彭嵬之间不存在关联关

系或一致行动人关系。 

2、公司未知其他前 10 名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人关系。 

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参与融资融券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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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务股东情况说明（如有） 

4、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控股股东报告期内变更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控股股东未发生变更。 

实际控制人报告期内变更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更。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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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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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在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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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期内，公司紧紧围绕2019年度经营目标和任务，积极开展各项工作。公司主营业务持续完善和优化，整体解决方案

的提供能力持续提升。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27,295.05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45.29%；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6,305.65万元，较上年同期增加29.45%。其中，车载信息智能终端产品实现营收15,008.58万元，较上年同期增加20.91%；

资产管理信息智能终端产品实现营收9,605.62万元，较上年同期增加126.18%。 

报告期内，公司经营上以扩大市场份额、拓宽收入来源为主，使得营业收入、净利润同比实现稳定增长。直接出口销售

收入25,074.39万元，主要销售区域为北美、南美、欧洲、非洲。动物溯源产品和共享经济类产品实现收入均超过1,500万元。

3G、4G产品出货量持续增长，实现销售收入9,757.44万元，占营收的35.75%。详见“第四节 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2、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1）与上一会计期间财务报告相比，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1、财政部于2017年颁布了修订后的《企业会计准则第22号——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企业会计准则第23号——金
融资产转移》、《企业会计准则第24号——套期会计》、《企业会计准则第37号——金融工具列报》四项会计准则（以下简

称“新金融工具准则”），并要求单独在境内上市的企业自2019年1月1日起实施。根据新旧准则衔接规定，公司无需重述前期
可比数。 

2、财政部于2019年4月30日发布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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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进行了修订。 

以上变更情况，具体见半年报财务报告“五、重要会计政策及会计估计之44、重要会计政策和会计估计变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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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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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与上一会计期间财务报告相比，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更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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