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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星网宇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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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星网宇达 股票代码 0028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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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吴萍 黄婧超 

办公地址 
北京市亦庄经济技术开发区科谷二街 6 号

院 1 号楼 

北京市亦庄经济技术开发区科谷二街 6 号

院 1 号楼 

电话 010 - 87838888 010 - 87838888 

电子信箱 wuping@starneto.com hjc@starneto.com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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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元） 131,347,356.48 174,870,531.43 -24.8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1,712,338.74 11,716,735.57 -85.3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的净利润（元） 
-775,603.29 7,941,099.57 -109.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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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25,890,253.14 -59,696,084.97 56.63%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1 0.08 -87.50%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1 0.08 -87.5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0.20% 1.44% -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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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37,607,841.20 1,638,875,647.09 -0.0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853,988,252.76 852,224,276.48 0.21%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11,2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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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迟家升 境内自然人 28.05% 44,069,140 43,491,140 质押 9,083,000 

李国盛 境内自然人 26.02% 40,877,204 40,717,379 质押 26,291,000 

天津雷石天翼

股权投资合伙

企业（有限合

伙） 

境内非国有法

人 
4.24% 6,655,408 0   

徐烨烽 境内自然人 3.63% 5,705,536 4,405,536 质押 4,455,500 

吴彩莲 境内自然人 1.02% 1,600,000 0   

吴斌豪 境内自然人 1.02% 1,600,000 0   

过佳琪 境内自然人 1.02% 1,600,000 0   

#过佳博 境内自然人 1.02% 1,600,000 0   

李江城 境内自然人 0.96% 1,505,536 1,505,536 质押 515,000 

杭州鏖鼎投资

合伙企业（有限

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

人 
0.91% 1,430,300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

的说明 

    股东迟家升、李国盛为一致行动人。股东过佳博和股东杭州鏖鼎投资合伙企业（有限

合伙）为一致行动人。公司未知上述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知上述股东是

否存在一致行动关系。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

明（如有） 

    公司股东黄娟除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 1,400 股外，还通过投资者信用证券账户持有

782,200 股，合计持有 783,600 股股份。 公司股东过佳博通过投资者信用证券账户持有

1,600,000 股股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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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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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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整体经营情况 

    公司自2005年成立以来，始终坚持以“惯性技术为中心，行业应用为驱动”的发展战略，在具体业务上，着力打造具有惯

性技术特色的智能无人系统产业链，在行业内形成良好的品牌影响力；在应用市场领域上，公司重点推动系列产品在军用武

器装备试验鉴定与军事训练领域的体系化应用，推动公司成为国内知名的军事训练器材供应商以及军事训练综合保障解决方

案提供商。 

    公司成立之初，依托用户的需求牵引，先期形成了以惯性技术为基石，导航、测量和稳控三大方向延拓的底层生态根系。

公司上市后，在导航、测量和稳控基础上，进一步延伸发展，建设了智能无人系统产业链。基于公司在智能传感技术领域多

年的深耕及积淀，以惯性技术为核心的智能无人系统产业链快速发展，目前已初步形成具有持续创新能力、富有广阔想象空

间的惯性基智能无人系统产业链，主要包括智能传感板块，智能通信板块，智能无人系统板块，其中智能传感器板块包括惯

性导航、卫星导航、光电探测、红外探测、雷达探测等产品；智能通信包块包括卫星通信，AIS/VDS通信等产品；智能无人

系统包括公司研发的无人机、无人车等产品。 

2019年是公司业务由传统业务为主导向新兴业务和传统业务并重转换的重要转折之年，是公司自2016年以来投资的新方

向全面开花结果之年，是公司业绩全面回升之年。虽然当期新增订单量高于上年同期，但尚未达到收入确认条件；加之退税

手续延后，本期应收的退税金额较上年同期大幅减少；此外，研发投入较大，影响当期利润。2019年1-6月，公司实现营业

收入 13,134.74万元，较上年同期下降24.89%，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71.23万元，较上年同期下降85.39%。 

    报告期内，惯性器件及惯性导航产品竞争力持续提升，在军民两个市场持续深入发展，业务稳健，订单持续提升；光电

探测和雷达探测等新业务已完成由孵化期向快速发展期转换，2019年上半年合同额已超越2018年全年合同额；卫星通信业务

在军事装备、军事训练、民用领域等应用不断深入，业务量较去年有大幅度提升；此外，在无人机业务方面，公司持续加大

研发投入，产品研发和定型有较大程度突破，有望在下半年给公司带来新的业务增长。 

2、光电/雷达探测业务全面深入发展 

2019年上半年，公司光电/雷达探测业务快速发展，产品竞争力不断提升。公司的系列化的光电稳定探测产品已经在边防、

海防、无人机、无人车、无人船等领域得到应用，新研制的反无人机雷达在监狱监控、边境线安防、近海防务等行业形成了

较高的品牌知名度。 

报告期内，公司探测业务的团队建设、产品研发、市场开拓等方面呈现稳步向上的发展趋势，新签订合同5000余万元，

已超越2018年全年合同额。 

3、组合导航与移动测量业务持续稳定健康发展 

2018年以来，公司惯性器件及导航产品的核心竞争力明显提升，公司高精度光纤陀螺大规模产业化的核心技术难题得到

突破，公司在2018年也全新开拓了多个军用型号的惯导配套，持续推动惯性技术产业化发展。2019年以来，公司自主研制的

高精度光纤陀螺保障了公司自身高精度惯导产品的需要，大大提升了公司惯性系统产品的核心竞争力，成为推动导航类产品

业绩提升的重要因素，此外，报告期内公司的光纤陀螺获得了批量军品订单，产品在行业内的地位和口碑不断提升。在惯导

系统方面，公司继续瞄准无人驾驶、高铁列车、测绘等领域，研制的MEMS组合导航系统和光纤组合导航系统在上述领域的

竞争力逐渐提升，市场份额和销售业绩也持续提升；在军用惯导领域，公司持续跟进制导炸弹、陆军战车、水下潜航器、长

航时无人机等相关型号项目，并取得了一定的突破。 

在惯性测量领域，报告期内公司研制的惯性/卫星/光学轨检小车不断得到行业内多个客户的认可，该产品凭借卓越的性

能和较高的性价比在铁路行业内形成较好的反响，为后续公司全面开拓该领域的市场奠定了较好的基础。 

4、卫星通信业务瞄准军品市场获得新的持续增长点 

自2013年以来，卫星通信业务始终是公司产值和利润的重要贡献点。2019年公司持续突破Ku/Ka共馈型双频动中通天线

的核心技术，产品性能达到国内一流水平。报告期内，该产品获得某军兵种型号项目的批量订货；此外，公司深入研究军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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训练领域的通信需求，研制的双平面备份、多模式加密式卫星通信系统在保障重大军事训练活动中取得了较好的效果，在该

领域的应用数量不断提升，报告期内，该产品的应用数量较往年大幅度提升。 

报告期内，卫星通信业务新签订合同7000余万元，较上年同期有较大幅度提升。 

5、无人机业务蓄势待发 

今年公司无人机业务在团队建设、产品研发、管理升级等方面取得了较大进展。报告期内，公司完成了3款无人机的研

发，并通过国内权威第三方的鉴定，具备了市场推广条件；同时仍有3款无人机正在研发，公司已全面布局建设系列化的无

人机产品线。随着市场需求的释放，公司将尽最大努力把握市场机会，努力以优秀的产品赢得市场，获取订单，推动公司业

绩提升。 

6、无人车研发任务扎实推进 

公司上市以后，明确将智能无人系统作为公司发展的第一战略，在全面发展无人机业务的基础上，公司在2018年全新布

局无人车业务，参加了2018年陆军装备部组织的“跨越险阻”无人系统挑战赛，并获得较好名次。目前，公司已经组建了包含

车辆总体、结构、电气、智能控制算法等在内的技术团队，并与国内多个研究院所开展联合设计，各项业务正在稳步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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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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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会计政策变更对公司2018年度财务报表项目列报影响如下： 

（1）资产负债表调整情况 

调整事项 影响情况 

将原“应收票据及应收账

款”项目拆分为“应收票

据”和“应收账款”两个项

目； 

调整前期初数（合并） 调整后期初数（合并） 

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           442,596,626.73  应收票据             49,199,000.00  

应收账款            393,397,626.73 

调整前期初数（母公司的） 调整后期初数（母公司） 

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           139,065,929.11  应收票据               4,400,000.00  

应收账款             134,665,929.11  

将原“应付票据及应付账

款”项目拆分为“应付票

据”和“应付账款”两个项

目； 

调整前期初数（合并） 调整后期初数（合并） 

应付票据及应付账款           154,273,655.21  应付票据             23,477,905.76  

应付账款            130,795,749.45  

调整前期初数（母公司的） 调整后期初数（母公司） 

应付票据及应付账款             37,035,580.80  应付票据                  237,600.00  

应付账款                36,797,980.80  

 

（2）利润表调整情况 

    合并利润表本期调增资产减值损失3,549,478.99元；母公司利润表本期调增资产减值损失603,086.15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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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上一会计期间财务报告相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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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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