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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0070                           证券简称：特发信息                           公告编号：2019-43 

深圳市特发信息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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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报告的董事会会议。没有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声明对本报告内容的真实 性、准确性和完

整性无法保证或存在异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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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发信息 股票代码 0000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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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大军 杨文 

办公地址 
深圳市南山区高新区中区科丰路 2 号特发

信息港大厦 B 栋 18 楼 

深圳市南山区高新区中区科丰路 2 号特发

信息港大厦 B 栋 18 楼 

电话 0755-26506648 0755-26506649 

电子信箱 zhangdj@sdgi.com.cn zhangdj@sdgi.com.cn 

2、主要财务数据和财务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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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33,324,381.19 2,556,620,670.38 -16.5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67,004,361.04 97,539,537.63 -31.3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的净利润（元） 
44,505,102.20 88,931,820.98 -49.96%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578,779,163.17 -764,336,856.31 24.28%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882 0.1556 -43.32%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882 0.1556 -43.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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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2.82% 4.80% -1.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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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231,630,527.14 7,553,084,393.04 -4.2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2,570,457,372.39 2,316,861,102.84 10.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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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1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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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深圳市特发集团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36.90% 294,818,846 0   

陈传荣 境内自然人 3.15% 25,209,705 11,665,908 质押 9,156,000 

五矿企荣有限公司 境外法人 2.52% 20,112,000 0   

戴荣 境内自然人 1.86% 14,845,333 7,282,267   

长城证券-兴业银行-长城

特发智想 1 号集合资产管

理计划 

其他 1.75% 13,959,297 0   

汉国三和有限公司 境外法人 1.24% 9,903,504 0   

王雨辰 境内自然人 0.92% 7,367,778 0   

阴陶 境内自然人 0.67% 5,366,316 1,888,774   

中国通广电子公司 国有法人 0.51% 4,104,000 0   

胡毅 境内自然人 0.46% 3,684,610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公司前十名股东中，汉国三和有限公司是深圳市特发集团有限公司的控股子

公司，深圳市特发集团有限公司与汉国三和有限公司是一致行动人；其他股

东未知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不知是否属于《上市公司持股变动信息披露管

理办法》中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明（如有） 上述前十名股东中，没有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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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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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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1）公司债券基本信息 

债券名称 债券简称 债券代码 到期日 债券余额（万元） 利率 

深圳市特发信息股份

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

转换公司债券 

特发转债 127008 2023 年 11 月 16 日 41,940 

第一年 0.40%； 

第二年 0.60%； 

第三年 1.00%； 

第四年 1.50%； 

第五年 2.00%。 

（2）截至报告期末的财务指标 

单位：万元 

项目 本报告期末 上年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末增减 

资产负债率 58.46% 63.45% -4.99% 

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EBITDA 利息保障倍数 4.22 5.85 -27.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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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宽带中国”和“光进铜退”政策的指导下，我国从 2015 年起大力建设光纤接入网，光纤

光缆产业进入黄金三年。目前，基本建设已经完成，4G 建设进入尾声，运营商集采规模持续

下滑。5G 建设还处于标准统一、技术制定的摸索期，完美应用场景尚未出现，虽然 5G 牌照

已发放，但运营商综合多方面因素考虑，在投资上仍然保持谨慎，相关投资尚存在不确定性。

未来网络建设对光纤光缆需求的增量暂不明朗。同时，国内厂商在前期进行了棒纤缆的大规

模扩产，目前，新增产能陆续释放。光纤光缆行业整体呈现供过于求的态势，产能过剩、需

求增长放缓，出货量下滑，运营商压价，市场竞争形势严峻。光纤光缆市场的“冰河期”又一

次开启，整个行业 2019 年业绩将面临较大挑战。 

2019 年上半年，全国电网工程建设累计完成投资同比下降，电力市场内厂家竞争更加激

烈，已经通过国网资格审查的新增厂家更是全力争夺市场，不遗余力的低价抢单，市场竞争

日趋白热化。 

中美贸易摩擦对公司整体经营造成不利影响。一方面，华为、中兴订单减少，另一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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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口的芳纶和特种光纤价格上涨，公司的销售额和产品毛利率都有所下降。公司经营发展面

临困难和挑战。 

军民融合发展的推进和军改的陆续完成，公司军工信息化产业逐步进入平稳发展阶段，

行业市场需求将得到释放，但受军队系统巡查影响，进度有所迟滞。 

2019 年上半年，在运营商 4G 投入渐入尾声，5G 商用投入尚未来临，以及中美贸易争端

不确定性的背景下，制造行业竞争更加激烈。面对复杂的国内外形势，公司紧紧围绕“1+3”

的战略部署，聚焦主业，持续深耕客户，做好行业周期波动应对。同时，以重点项目为依托，

大力推动业务、技术、管理的全方位转型升级。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21.33 亿元，比上年同期减少 4.23 亿元，同比下降 16.56%；

利润总额 0.83 亿元，比上年同期减少 0.52 亿元，同比减少 38.44 %；实现净利润 0.72 亿元，

较上年同期减少 0.41 亿元，同比减少 36.46%；归属母公司的净利润 0.67 亿元，较上年同期

减少 0.31 亿元，同比减少 31.31%。报告期内，公司营业收入减少的主要原因：首先，光纤光

缆业务受运营商等主要客户需求订单不及去年同期、光纤光缆产品市场价格同比下降的影响

导致收入减少；其次，特发东智受中兴等主要客户订单减少导致收入减少。利润减少的主要

原因：公司收入规模下降以及纤缆业务产品市场价格下滑，毛利率下降导致利润减少；同时，

公司可转债利息摊销以及并购神州飞航的存货评估增值摊销导致利润减少。 

公司在报告期内开展的主要工作： 

（1）推动体制机制创新，抓好顶层设计。 

公司持续推动市场化选聘工作，完成公司领导班子整体市场化选聘工作，并且在充分分

析所属经营单位经营发展现状和业务管理需要等因素的基础上，有步骤地开展了对所属子公

司经营层成员的市场化选聘工作。公司持续探索建立长效激励约束机制，激发企业活力。 

（2）以资本运作平台为依托，积极谋划产业战略布局。 

2019 年公司再次筹划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项目，计划募集不超过 5.5 亿元资金，主要用

于实施智慧城市创展基地建设项目，开展云计算和大数据技术的研究和开发；2019 年 7 月 1

日中国证监会正式受理了公司报送的可转债申请材料。光网科技通过增资扩股的方式引入一

名通信行业的战略投资者。报告期内，公司稳步筹划、实施海外设厂事项，在推进印度战略

布局投资项目的同时，于 2019 年 7 月决定由光网科技在越南设立独资子公司，加大海外业务

投入，大力拓展海外市场，进一步拓展新市场新客户，实现优势产能输出与合作。 

（3）推进重大项目实施，促进战略规划发展。 

东莞寮步产业园光纤产能扩产项目已完成室外工程及光纤生产工艺设备安装，目前进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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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设备工艺调试阶段。 

光网科技光明新区产业园建设及扩产项目已投入使用。 

智慧城市创展基地建设项目经公开招标已经确定 EPC 总承包商，目前项目正在按计划实

施。 

特发东智包装自动化生产线项目正与制造商进行优化设计方案的工作。 

公司与长飞光纤光缆股份有限公司共同投资设立的预制棒合资公司“长飞特发光棒潜江

有限公司”在湖北省潜江市注册成立，目前合资各方均未实际注资。 

印度战略布局投资项目的印度子公司已在报告期内注册成立，后续设立事项在有序实施

中。 

光电公司的 ERP 项目已通过验收，光网科技的 ERP 项目已上线运行；光缆制造中心正

在开发全部 4 个车间的 MES 系统融合平台。 

（4）应对复杂形势，攻坚克难，保持公司经营稳定。 

在运营商市场，积极应对移动集采新变化，制定针对性的投标策略，并且对内狠抓中标

后的订单落地执行，效果显著。 

电力通信市场，面对新入围和潜在竞争对手的冲击，公司在国网、南网等的招标中全面

开花。先后中标国网青海-河南、陕北-湖北特高压直流工程项目、南网云南电网 2019 年通信

类物资框架采购招标项目，特发泰科中标国网一批、二批集采项目，特发华银中标南网乌东

德特高压导线订单，公司还中标国网多个协议库存项目。特发华银完成国网 220kV 以下导线

业绩积累，通过资格预审，具备了参与国网导线招标的资格。 

大力开拓海外市场，与印度签订了 ADSS 光缆金具合同。积极应对贸易摩擦的不利影响，

通过多种合作方式，上半年出口订单与去年基本持平。 

拓宽互联网公司等集成商市场，相继中标阿里巴巴和腾讯公司综合布线产品建设项目，

为公司未来进入数据中心建设市场打开了局面。 

公司在线监测系统分别在湖北和四川岷江中标，实现新产品、新市场的开拓。报告期，

公司纤缆业务在军工市场实现“零”的突破，野战光缆获得订单。 

智能接入产业在稳定现有业务的基础上，积极拓展增量业务，特发东智持续开拓新客户，

开拓广电市场。 

2019 年上半年，明确了公司军工信息化产业“由三四级配套向二级配套和分系统（整机）

拓展”的目标定位。 

成都傅立叶继续稳步发展并勇于开拓新业务。军品配套方面，浮点高性能运算某系列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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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在某所的 8 个型号陆续进入定型阶段，图像处理系列产品小批量持续订货；测控集成方面，

密切跟踪基地市场需求，积极参与项目投标，关注电子对抗与测控集成的结合点；卫星通信

方面，参与某卫星标准制订工作，多个项目需求在密切跟进中。 

神州飞航的计算机产品订单增长较快，通讯接口产品及系统集成业务稳步增长，传统军

品的延续性订单正在跟踪执行中。其中，自主研发、自主可控的系列测控计算机产品，在军

工通讯测控领域的市场份额提升显著。上半年，神州飞航完成的签约合同额同比增长 21%。

同时，公司主动开展多项市场推广活动，持续加大对新产品的研发投入，以争取更多的市场

机会。 

（5）加强创新载体建设，助推产业转型升级 

为落实推进技术创新战略，公司修订完善了《科技项目管理办法》和《科技创新成果及

项目奖励办法》，进一步加强对各类科技项目的管理，鼓励公司技术创新的积极性。 

上半年，公司有 4 个新研发项目入驻中央研究院；原已入驻的 5 个研发项目进展顺利，

院士工作站合作项目已完成了项目第一阶段工作。孵化类在线监测系统光纤传感项目已实现

市场中标。公司获得深圳市科创委 1 项 2019 年技术攻关资助项目和深圳市多项研发自主和创

新奖励。特发信息企业技术中心提升建设项目（深圳市工信局扶持项目）通过组织验收及政

府审核。报告期内，公司新申请专利 23 项，新获得专利证书 18 项。 

（6）狠抓产品质量和成本，降本增效 

面对市场的挑战，公司不断修炼内功，狠抓产品质量，制定了《生产质量管理办法》，对

产品质量相关的全过程、全流程进行规范。持续推行精益生产项目，坚持围绕质量、效率和

成本等方面，深入开展 6S、TPM 等各项工作，生产过程中的不良率有所下降、成本得到节约，

毛利水平相应提升。公司在去年获得“第一届深圳十佳质量提升提名国企”的基础上，今年获

得“第二届深圳十佳质量提升国企”荣誉称号，并于 2019 年上半年获得“南山区人民政府质量

奖”。 

（7）夯实管理基础，提高内部管理水平 

继续推进两化融合建设工作，以 MES 系统、ERP 系统整合升级为核心和重点，实现以经

营管理为主线的业财一体化协同平台建设。光缆制造中心开展了对标准成本系统的二次开发。

公司持续开展流程优化建设工作，上半年完成 38 个流程的优化。通过开展专项管理审计、调

查和工程项目过程跟踪审计，进一步加强和规范内部管理，指导并督促所属经营单位自主开

展全面风险管理和内部控制管理，形成内部自我管理机制。 

（8）认真开展党建文化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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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半年，围绕公司改革发展这一主线，认真开展各项党建及党风廉政工作：突出学习重

点，以“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工作会议精神为主要内容，扎实推进学习教育常态化，

稳步落实“党建进章程”工作。公司参与的李白村扶贫项目，项目主体工程已施工完毕，目前

进入装修和广场平整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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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财政部2017年3月发布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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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号—套期会计》(财会[2017]9号)，

2017年5月发布了《企业会计准则第37号—金融工具列报》（财会[2017]14号），公司自2019年1月1日起执

行新金融工具准则，并按新金融工具准则的要求列报金融工具相关信息，不对比较财务报表追溯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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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6号），本公司作为上市公司按照该文件的规定对财务报表格式进行了修订。 

除上述变更外，其他部分，仍按照财政部前期颁布的《企业会计准则——基本准则》和各项具体会计准则、

企业会计准则应用指南、企业会计准则解释公告以及其他相关规定执行。  

本报告期内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未发生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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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019年5月，本公司之子公司深圳特发信息光纤有限公司出资设立全资孙公司特发信息光纤（东莞）有

限公司，纳入合并范围。 

2）2019年6月，公司投资新设SDGI INDIA PRIVATE LIMITED，本公司持有90%股权，纳入合并范围。 

 
 
 

 

                              深圳市特发信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一九年八月二十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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