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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0801                             证券简称：四川九洲                             公告编号：2017009 

四川九洲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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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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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明 独立董事 因公出差 余海宗 

张腾文 独立董事 因公出差 余海宗 

程旗 董事 因公出差 但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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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 是 √ 否  

公司经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的普通股利润分配预案为：以1,022,806,646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

派发现金红利0.20元（含税），送红股0股（含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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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川九洲 股票代码 0008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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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程晓伟 曹巧云 

办公地址 四川省绵阳市科创园区九洲大道 259 号 四川省绵阳市科创园区九洲大道 259 号 

传真 0816-2336335 0816-2336335 

电话 0816-2336252 0816-2336252 

电子信箱 dsb@jiuzhoutech.com dsb@jiuzhoutech.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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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一）公司主要业务概况 

公司数字电视业务主要包括数字电视机顶盒、宽带网络系统设备、光传输设备等数字家庭多媒体产品

相关的设备研发、制造及销售；公司空管业务主要包括空管监视系统、空管防撞系统、空管自动化系统等

空管产品的设备研发、制造及销售；公司物联网业务主要包括军事物流信息化、智能溯源、智能安防等领

域的物联网产品研发、制造、销售及物联网技术的集成应用。公司所从事的相关产业均受到国家政策大力

支持，具有广阔的市场空间和发展前景。 

（二）公司所属行业情况及公司行业地位 

1、数字电视产业 

随着数字电视产业转型的步伐进一步加快，变革融合已成为发展的主旋律，智能化、网络化、平台化

的产业生态正在逐步形成。电信运营商在高速光纤网络的支撑下，以 IPTV 机顶盒为载体逐步构建数字家

庭入口，实现更加多样化的互动业务；广电运营商在加快构建下一代广播电视网、积极推进全国有线电视

网整合，实现互联互通的同时，正大力发展宽带业务和智慧社区服务，逐步实现由业务单一的有线电视服

务提供商向综合信息服务提供商转型。 

目前，公司已具备三网融合前端设备到宽带网络传输设备再到终端设备的全系统多系列的产品研发、

生产能力。公司在互联网业务、物联网智能云平台、光网络、FTTH、融合智能终端、家庭多媒体中心、地

面卫星接收等方面逐步形成了多款拳头产品。公司数字电视机顶盒国内市场占有率居行业前三位。 

2、空管产业 

空管是国家航空事业建设的基础和飞行器安全飞行的核心保障。当前，我国面临复杂多变的外部政治

军事局势，军航产品市场需求稳步增长；随着国家空域管理改革深入推进和民航设备国产化进程的加快，

民航市场需求快速增长，空管产业面临着良好的发展机遇。 

目前，公司在军航、民航、军贸、通航、体航、警航等业务领域拥有多款空管类产品，覆盖飞机从起

飞、爬升、巡航、下降到着陆的全过程，涵盖了空管系统通信、导航、监视、信息化等四个领域。公司是

国内唯一的“国家空管监视与通信系统工程技术研究中心”的实施载体，“四川省空管系统产业联盟”的

副理事长单位；在国家低空空域对空监视和低空通信设施试点建设领域承担了大量任务，市场占有率较高。  

3、物联网产业 

物联网是新一代信息技术的高度集成和综合运用，已成为全球新一轮科技革命与产业变革的核心驱动

和经济社会绿色、智能、可持续发展的关键基础与重要引擎。国家十三五规划纲要明确提出“积极推进云

计算和物联网发展，夯实互联网应用基础”和“实施农业物联网区域试验工程，推进农业物联网应用，提

高农业智能化和精准化水平”，物联网已成为行业应用的基础，并开始向各行业加速渗透，融合集成创新

能力愈发强大。 

公司在军事物流信息化方面，具备独立开展军品业务的资质和能力，并在装备发展、后勤保障、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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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援等方向，空军、海军、陆航等军兵种形成竞争优势。在智能溯源方面，公司主要围绕商务部肉菜溯源

系统、中药材溯源系统建设，多次在商务部肉菜溯源项目中标，并积极参与工信部食品企业质量安全信息

追溯体系建设；在智能安防方面，公司依靠强大的系统集成能力，结合市场需求，针对电信运营商、公安、

交通、银行、军队、水利、企业等重点安防市场提供了完整解决方案，形成了“军民融合，相互促进”的

竞争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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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是否因会计政策变更及会计差错更正等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单位：人民币元 

 2016 年 2015 年 本年比上年增减 2014 年 

营业收入 3,915,732,878.59 3,335,036,900.82 17.41% 3,180,893,760.9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90,564,073.38 216,602,163.76 -12.02% 199,763,894.2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162,319,668.00 158,172,299.40 2.62% 51,235,446.93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64,100,621.49 164,356,286.53 -61.00% 76,664,459.17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863 0.2129 -12.49% 0.3994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863 0.2129 -12.49% 0.3994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8.22% 10.64% -2.42% 11.94% 

 2016 年末 2015 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减 2014 年末 

总资产 5,108,640,336.45 4,757,751,110.42 7.38% 3,977,985,541.9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2,348,065,950.38 2,221,648,110.07 5.69% 1,730,962,704.52 

（2）分季度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人民币元 

 第一季度 第二季度 第三季度 第四季度 

营业收入 922,868,337.58 784,246,532.31 750,968,203.01 1,457,649,805.6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5,622,185.12 44,888,216.80 9,493,948.79 120,559,722.6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11,444,869.95 35,633,521.65 3,182,778.11 112,058,498.29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85,102,599.38 114,400,126.31 29,631,229.12 105,171,865.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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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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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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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期末普通

股股东总数 
41,246 

年度报告披露日

前一个月末普通

股股东总数 

39,1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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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

状态 
数量 

四川九洲电器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国有法人 47.61% 486,907,288 0 质押 118,560,000 

华宝信托有限责任公司－天高资本 21 号单一资金

信托 
其他 1.87% 19,140,000 0   

新湖期货有限公司-新湖浦发温州 1 号资产管理计

划 
其他 1.87% 19,140,000 0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富国中证军工指数

分级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1.55% 15,867,738 0   

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前海开源中航军工指数

分级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1.10% 11,215,010 0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银新动力股票型证券

投资基金 
其他 1.02% 10,448,705 0   

四川富润志合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国有法人 1.01% 10,303,065 0   

招商财富－招商银行－安徽国资 1 号专项资产管理

计划 
其他 1.01% 10,303,030 0   

华安未来资产－浦发银行－华安资产－浦发银行

－东兴 1 号资产管理计划 
其他 1.01% 10,303,030 0   

绵阳科技城发展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0.98% 10,000,000 0 冻结 10,000,0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未知前十名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关系。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明（如有）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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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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是否需要遵守特殊行业的披露要求 

否 

2016 年是国家“十三五”产业发展规划的开局之年，也是公司进一步深化改革，谋求转型突破的攻坚

之年。在这一年里，世界经济复苏缓慢，国内经济正处于结构调整、转型升级的关键阶段，经济下行压力

依然较大，公司所处行业挑战与机遇并存。 

面对复杂的经济和行业形势，公司一方面抓好生产经营，加速推动产业调整和转型升级，形成内生式

增长；另一方面，公司合理优化数字电视、空管、物联网三大产业布局，实现资源互补、军民融合协同发

展，为公司“十三五”战略发展规划开好头、起好步。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391,573.29 万元，同比增长 17.41%；利润总额 22,352.46 万元，同比

下降 14.71%；归属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19,056.41 万元，同比下降 12.02%。 

（一）数字电视产业 

精耕传统广电业务，狠抓通信新增业务，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市场，实现数字电视板块销售收入下滑

后的触底反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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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市场方面，以重点市场、重点项目为带动，深挖广电市场潜力。公司一方面继续与四川、广东、

江苏、安徽、黑龙江、福建等省级网络公司保持良好的合作关系。另一方面，公司全面参与新疆、重庆、

江苏等省网的智能终端项目、先后中标河北、四川“户户通”及西藏“村村通”、中央广播电视节目无线

数字化覆盖工程二期等优质项目、CM、EOC 等网络接入类产品也陆续在广西、福建等地供货。公司广电市

场根基得到进一步夯实。 

与此同时，公司抓住通信运营商“宽带+视频”的发展机遇，大力推进通信终端、数据终端和光器件

业务。公司先后中标中国移动集团、中国电信集团、中国电信广东分公司、江苏分公司 IPTV 智能机顶盒

采购项目；此外，公司与华为公司合作进一步深化，通信终端项目持续增长，对公司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撑。 

国际市场方面，公司坚持国际化经营发展思路、推进市场本地化运作。公司在稳固美洲移动等大客户

的基础上，中标马来西亚政府、尼日利亚政府数字机顶盒招标项目，并陆续实现交付供货。 

此外，公司整合上下游产业链，挖掘新项目，寻找并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通过投资九州传媒公司，

布局内容增值服务，拓展数字电视终端产品在增值业务领域的应用与发展。 

（二）空管产业 

随着国家军队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军民融合式发展已上升为国家战略并加快推进。公司长期深入贯

彻实施军民融合发展战略，在巩固扩大空管军方市场优势的同时，抓住民航设备国产替代化大力实施的发

展机遇，积极开拓空管民用市场。 

一方面，公司结合行业及技术发展趋势确定了产品技术路线图，持续推进软件化二次雷达系统、星基

ADS-B 系统、综合防撞系统、航空场面宽带移动通信系统等产品的研制工作，加快推进相关产品的适航取

证进度。目前，公司 1090ES 机载端机获得技术标准规定项目批准书（CTSOA）、JZDAB01 型二次监视雷达

获得民用航空空中交通通信导航监视设备临时使用许可，为进一步拓展民航市场打下了坚实基础。 

另一方面，公司克服市场处于“十三五”政策消化期，诸多项目启动缓慢等因素，扎实做好军航、民

航市场开发与布局工作。军航市场方面，公司产品已在空、海军新平台上进行推广运用，并参与了部队多

项装备的升级项目。民航市场方面，公司积极推进空管二次雷达、ADS-B 地面站等民航产品的推广运用，

公司与西南空管局工程公司完成国内第一家公司自主研发的ADS-B外场检测设备的合同签订，实现了ADS-B

设备的全自动化测试。 

（三）物联网产业 

随着物联网技术的发展，物联网开始逐步从碎片化、孤立化应用迈向“重点聚焦、跨界融合、集成创

新”的新阶段，国内物联网市场正处于高速发展时期。公司以标识标印为切入点，以信息化为主线，突出

信息安全和数据分析优势，打造满足军队和智慧城市需要的产品。 

军品市场方面，公司深挖前期承接的某地和某中心等项目建设任务，实现军事物流信息化产品稳步增

长。民品市场方面，公司成功中标西藏和临沂的食品安全溯源项目，并抓住“互联网+”的市场机遇，积

极探索产品营销向专项运营服务之路，成功孵化“源生汇”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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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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数字家庭多媒体产品 2,482,206,033.78 397,308,426.60 16.01% 21.69% 1.26% -3.23% 

空管产品 637,474,411.62 239,654,914.90 37.59% -7.76% -5.09% 1.05% 

物联网产品 282,573,059.18 65,685,255.70 23.25% -23.85% -41.11% -6.81% 

技术服务收入 173,888,527.35 130,309,401.50 74.94% 113.22% 154.73% 12.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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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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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报告期无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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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报告期无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 

 

 

 

董事长：霞晖 

 

四川九洲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2017-4-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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