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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231                           证券简称：奥维通信                           公告编号：2020-016 

奥维通信股份有限公司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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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白利海 孙莺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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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ailihai@allwintelecom.com sunyingqi@allwintelecom.com 

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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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网络优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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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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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以国家战略为牵引，顺应新时期军队体制改革、联合作战指挥体系变革等军事需求，坚持国产自主可控的发展方向，

结合自身固有的产业优势和技术优势，公司聚焦野战通信与单兵信息化系统领域，主要产品包括：无线宽带传输系统、自主

可控国产化设备等。 

    公司珠宝玉石业务通过全资子公司聘请的行业知名专家团队对采购的翡翠原石明料鉴定完成后，以参与公盘拍卖等多种



奥维通信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年度报告摘要 

2 

方式对外销售翡翠原石明料。公司红木业务通过全资孙公司在瑞丽红木城自营品牌专卖店对外销售外采成品红木家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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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 

 2019 年 2018 年 本年比上年增减 2017 年 

营业收入 358,811,284.06 247,528,361.93 44.96% 503,368,707.6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47,935,022.96 -132,861,346.31 136.08% 9,556,207.7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59,822,566.26 -135,347,878.51 55.80% 2,359,061.54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34,169,915.14 55,517,428.05 141.67% -91,579,260.91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343 -0.3724 136.06% 0.0268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343 -0.3724 136.06% 0.0268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8.35% -21.45% 29.80% 1.40% 

 2019 年末 2018 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

减 
2017 年末 

资产总额 781,762,575.69 774,180,149.13 0.98% 995,678,678.3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598,185,053.05 550,891,862.20 8.58% 687,321,208.51 

（2）分季度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元 

 第一季度 第二季度 第三季度 第四季度 

营业收入 44,493,210.59 39,640,969.76 84,166,049.96 190,511,053.7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 
-2,559,043.13 -330,729.58 3,299,207.59 47,525,588.0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

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3,326,973.33 -2,066,194.48 592,295.82 -55,021,694.27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

额 
-73,544,255.41 15,014,295.89 -2,445,244.77 195,145,119.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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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4,021 

年度报告披露日

前一个月末普通

股股东总数 

44,0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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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质押或冻结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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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量 股份状态 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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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9,725,000 

质押 99,725,000 

冻结 99,725,000 

杜方 
境内自然

人 
19.02% 67,875,000 67,875,000 质押 54,200,000 

喻建华 
境内自然

人 
1.13% 4,030,703 4,030,703   

陈树林 
境内自然

人 
0.94% 3,354,534 3,354,534   

田军 
境内自然

人 
0.42% 1,491,900 1,491,900   

张海英 
境内自然

人 
0.36% 1,285,000 1,285,000   

计科平 
境内自然

人 
0.35% 1,250,000 1,250,000   

黄玲 
境内自然

人 
0.25% 901,300 901,300   

许东坡 
境内自然

人 
0.20% 719,600 719,600   

李振宇 
境内自然

人 
0.19% 684,700 684,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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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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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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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年度，公司围绕发展战略，一方面继续深耕传统领域，保持原有业务的盈利水平，另一方面不断探索新增业务，改

善公司的经营状况，大力培育新的利润增长点，以提高上市公司盈利能力。2019年度公司实现营业收入35,881.13万元，比

上年同期增长44.96%；实现归属于母公司净利润4,793.50万元，比上年同期增长136.08%。主要原因：一是军品业务受前期

市场消极因素的影响已逐步减小，2019年公司通过积极开展相关业务，使得军品业务的订单增加，收入大幅增长；二是公司

与中广传播集团有限公司就广电项目进行债务重组增加收益所致。 

2019年度，公司各项重点工作开展情况如下： 

报告期内，移动通信5G商用牌照发放，5G迎来实质性的进展，我国正式进入5G商用元年，当前国内电信运营商工作重点

及投资方向主要转向5G网络建设。近年来国内电信运营面临收入增速下降、毛利率下滑的经营压力，对于网络优化等后期网

络建设投资逐年减少，通信市场竞争逐年加剧，利润空间逐年下降。随着通信技术的迅速发展，5G网络在室内分布系统建设

有新的要求，传统室内分布系统面临着改造升级，甚至重新建设的风险。面对外部环境及技术快速革新的局面，公司积极调

配内外部资源，充分利用在技术、市场、资金、团队、管理等方面的优势拓展业务份额，保障收入的稳定。同时，报告期内

公司进一步提升管理水平，加强精细化管理，调整经营管理模式，实现降本增效的目的。 

报告期内，公司继续开展军队用户信息化集成建设和产品研发与销售，并以解决信息化装备用户技术瓶颈问题，推动自

主转型为途径的战略目标规划。通过集成项目任务的开展，充分了解客户需求，集成业务实施中，对客户需求进行充分的分

析和论证，提供了有竞争力的项目系统解决方案，为产品的开发提供有效信息和支撑，全年完成多个重大项目施工建设和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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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保障任务，集成建设业务比去年大幅度增长。逐步健全物联网、音视频、通信等自研产品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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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593,698.46  

                
801,414.51  

9.33% -61.14% -52.37% 1.72% 

系统集成及技

术服务 

           
123,929,266.14  

           
12,299,599.19  

9.92% -34.18% -34.80% -0.09% 

行业应用及军

工产品 

           
223,871,597.68  

           
50,162,964.03  

22.41% 1097.92% 1395.27% 4.46% 

红木玉石产品 
                  
913,716.81  

                  
59,773.77  

6.54% -94.84% -98.98% -26.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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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年度公司实现营业收入35,881.13万元，比上年同期增长44.96%，营业成本比上年同期增长35.49%,主要原因是军品

业务受前期市场消极因素的影响已逐步减小，2019年公司通过积极开展相关业务，使得军品业务的订单增加，收入大幅增长。 

    实现归属于母公司净利润4,793.50万元，比上年同期增长136.08%。主要原因是公司与中广传播集团有限公司就广电项

目进行债务重组增加收益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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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年4月30日，财政部发布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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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9

月19日，财政部发布了《关于修订印发《合并财务报表格式（2019版）》的通知》（财会【2019】16号），与财会【2019】6

号配套执行。报告期内，本公司根据财会【2019】6号、财会【2019】16号规定的财务报表格式编制比较报表，并采用追溯

调整法变更了相关财务报表列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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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起执行新金融工具准则。本公司于2019年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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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1日执行上述新金融工具准则，对会计政策的相关内容进行调整，于2019年1月1日之前的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与新金融工

具准则要求不一致的，本公司按照新金融工具准则的规定，对金融工具的分类和计量（含减值）进行追溯调整，将金融工具

原账面价值和在新金融工具准则施行日（即2019年1月1日）的新账面价值之间的差额计入2019年1月1日的留存收益或其他综

合收益。同时，本公司未对比较财务报表数据进行调整。 

2019年5月9日，财政部发布《企业会计准则第7号—非货币性资产交换》（财会【2019】8号），2019年5月16日，财政部

发布《企业会计准则第12号—债务重组》（财会【2019】9号），根据要求，本公司对2019年1月1日至执行日之间发生的非货

币性资产交换、债务重组，根据本准则进行调整。对2019年1月1日之前发生的非货币性资产交换、债务重组，不进行追溯调

整。本公司分别于2019年6月10日和6月17日起执行本准则。 

上述会计政策变更分别经本公司于2019年8月29日召开的第五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于2020年3月30日召开的第五届董事会第

十五次会议批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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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期内公司出资设立了全资子公司沈阳市奥维通信有限公司，注册资本500.00万元。自该公司成立之日起，公司将其

纳入合并财务报表范围。 

 

（4）对 2020 年 1-3 月经营业绩的预计 

√ 适用 □ 不适用  

2020 年 1-3 月预计的经营业绩情况：净利润为负值 

净利润为负值 

2020 年 1-3 月净利润（万元） -500 至 0 

2019 年 1-3 月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万元） 
-255.9 

业绩变动的原因说明 
2020 年第一季度，受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公司及公司上下游企业复工

延迟，导致公司一季度营业收入大幅下滑，业绩仍为亏损。 

 

 

 

 

 

 

 

奥维通信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李继芳 

                                                                2020年 3月 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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