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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重要提示 

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季度报告内容的真

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

连带的法律责任。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次季报的董事会会议。 

公司负责人陈清州、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张钜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

人员)张钜声明：保证季度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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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公司基本情况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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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减 

总资产（元） 12,358,609,242.48 6,808,136,975.66 81.5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元） 
4,735,963,419.66 4,754,931,387.32 -0.40% 

 本报告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

增减 
年初至报告期末 

年初至报告期末比上

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元） 1,338,205,294.52 52.57% 3,173,958,765.40 48.5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元） 
33,010,828.51 -54.39% 51,393,520.40 -50.4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元） 
-5,961,092.29 -109.34% -3,707,229.33 -104.23%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元） 
-234,101,952.18 -34.88% -824,645,903.29 -37.91%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2 -60.00% 0.03 -57.14%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2 -60.00% 0.03 -57.14%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0.70% -1.71% 1.08% -2.99%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项目 年初至报告期期末金额 说明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包括已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冲销部分） 487,481.99 处置非流动资产收益。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与企业业务密切相关，按照国家统

一标准定额或定量享受的政府补助除外） 
42,976,303.03 

除增值税退税之外的其他政府

补助。 

单独进行减值测试的应收款项减值准备转回 18,018,020.61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1,217,268.84  

减：所得税影响额 7,598,324.74  

合计 55,100,749.73 -- 

对公司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 1 号——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界定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以及把《公

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 1 号——非经常性损益》中列举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的项目，应

说明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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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将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 1 号——非经常性损益》定义、列举的非经常性损益

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的项目的情形。 

二、报告期末股东总数及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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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8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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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清州 境内自然人 51.44% 898,838,050 674,128,536 质押 301,030,412 

全国社保基金五

零二组合 
其他 1.78% 31,081,080 0   

招商证券资管－

浦发银行－招商

智远海能达 2 号

集合资产管理计

划 

其他 1.46% 25,493,696 0   

深圳市创新投资

集团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1.11% 19,335,650 0   

香港中央结算有

限公司 
境外法人 1.06% 18,545,190 0   

翁丽敏 境内自然人 1.01% 17,600,000 0   

中国农业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富

兰克林国海弹性

市值混合型证券

投资基金 

其他 0.91% 15,895,867 0   

曾华 境内自然人 0.90% 15,742,653 11,806,989 质押 2,508,500 

全国社保基金四

零六组合 
其他 0.82% 14,361,600 0   

中国国际金融香

港资产管理有限

公司－客户资金 

境外法人 0.79% 13,832,406 0   

前 10 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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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股份数量 
股份种类 

股份种类 数量 

陈清州 224,709,514 人民币普通股 224,709,514 

全国社保基金五零二组合 31,081,080 人民币普通股 31,081,080 

招商证券资管－浦发银行－招商

智远海能达 2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25,493,696 人民币普通股 25,493,696 

深圳市创新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19,335,650 人民币普通股 19,335,650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18,545,190 人民币普通股 18,545,190 

翁丽敏 17,6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17,600,000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富

兰克林国海弹性市值混合型证券

投资基金 

15,895,867 人民币普通股 15,895,867 

全国社保基金四零六组合 14,361,600 人民币普通股 14,361,600 

中国国际金融香港资产管理有限

公司－客户资金 
13,832,406 人民币普通股 13,832,406 

富邦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自

有资金 
13,738,266 人民币普通股 13,738,266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

说明 

陈清州、翁丽敏之间是夫妻关系，存在关联关系，是一致行动人，“招商证券资管－浦

发银行－招商智远海能达 2 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是公司员工持股计划。未知其他股东

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知是否属于《上市公司股东持股变动信息披露管理办法》

中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参与融资融券

业务情况说明（如有） 
不适用。 

公司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前 10 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在报告期内是否进行约定购回交易 

□ 是 √ 否  

公司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前 10 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在报告期内未进行约定购回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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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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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重要事项 

一、报告期主要财务数据、财务指标发生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一）资产负债表事项 

1、报告期内衍生金融资产比期初增加54.82万元，增长100.00%，主要原因是报告期新增子公司的合

并影响； 

2、报告期内预付帐款比期初增加10,900.08万元，增长116.79%，主要原因是报告期预付设备采购款

和材料款增加引起； 

3、报告期内存货比期初增加87,786.31万元，增长98.91%，不含报告期新增子公司的合并影响，增长

40.22%，主要原因是报告期项目和四季度销售备货增加引起； 

4、报告期内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资产比期初增加3,954.53万元，增长121.57%，主要原因是1年内到

期的应收账款增加引起； 

5、报告期内长期应收款比期初增加21,562.00万元，增长146.32%，主要原因是报告期内增加分期收

款销售商品产生的应收款项引起； 

6、报告期内在建工程比期初增加14,444.09万元，增长68.38%，主要原因是报告期内海能达总部基地

建设款、南京海能达大楼建设款及天津海能达大楼建设款增加引起； 

7、报告期内无形资产比期初增加312,719.46万元，增长1071.65%，不含报告期新增子公司的合并影

响，增长678.47%，主要原因是报告期增加后海总部基地土地使用权引起； 

8、报告期内商誉比期初增加15,061.66万元，增长322.12%，主要原因是报告期新增子公司的合并影

响； 

9、报告期内长期待摊费用比期初增加3,510.75万元，增长68.11%，不含报告期新增子公司的合并影

响，下降20.94%； 

10、报告期内递延所得税资产比期初增加32,272.77万元，增长532.00%，不含报告期新增子公司的合

并影响，增长47.29%，主要原因是报告期个别公司亏损计提递延所得税资产增加引起； 

11、报告期内其他非流动资产比期初减少37,398.34万元，下降90.20%，主要原因是报告期内公司支

付后海总部基地的土地出让金由其他非流动资产转入无形资产引起； 

12、报告期内短期借款比期初增加215,349.01万元，增长913.09%，主要原因是报告期内公司经营性

现金流出以及收购、购买资产等现金支出增加的需要，提取短期银行借款增加引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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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报告期内衍生金融负债比期初增加190.97万元，增长100.00%，主要原因是报告期新增子公司的

合并影响； 

14、报告期内应付帐款比期初增加124,996.70万元，增长199.91%，主要原因是报告期应付材料款和

设备款增加引起； 

15、报告期内预收帐款比期初增加35,131.35万元，增长238.91%，不含报告期新增子公司的合并影响，

增长32.11%，主要原因是报告期内预收货款增加引起； 

16、报告期内应交税费比期初减少3,587.92万元，下降34.56%，主要原因是报告期支付增值税、企业

所得税和扣缴的期权行权收益相关的个人所得税等增加引起； 

17、报告期内应付利息比期初增加754.88万元，增长360.41%，不含报告期新增子公司的合并影响，

增长49.82%，主要原因是报告期借款增加导致应付利息增加； 

18、报告期内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比期初增加9,324.34万元，增长6387.46%，不含报告期新增子

公司的合并影响，增长2100.36%，主要原因是报告期为收购赛普乐增加的长期银行借款中1年内到期的长

期借款引起； 

19、报告期内其他流动负债比期初减少284.53万元，下降41.01%，主要原因是报告期HMF需在以后期

间确认的项目服务费收入减少引起； 

20、报告期内长期借款比期初增加144,716.66万元，增长398.43%，主要原因是报告期内公司因收购

赛普乐申请银行并购贷款，长期银行借款增加引起； 

21、报告期内预计负债比期初增加7,924.07万元，增长198.39%，不含报告期新增子公司的合并影响，

增长8.80%； 

22、报告期内递延所得税负债比期初增加17,323.19万元，增长1305.04%，主要原因是报告期收购赛

普乐及诺赛特时资产评估增值引起。 

（二）利润表事项 

1、报告期内营业收入比上年同期增加103,669.28万元，增长48.51%，剔除新收购公司并表影响，报

告期内营业收入比上年同期增长28.93%，主要原因是报告期内数字产品销售收入增加所致； 

2、报告期内营业成本比上年同期增加50,195.66万元，增长45.64%，剔除新收购公司并表影响，报告

期内营业成本比上年同期增长25.74%，主要原因是报告期收入增长导致对应的营业成本增加所致； 

3、报告期内税金及附加比上年同期增加1,859.12万元，增长100.38%，主要原因是：一方面，报告期

内销售收入增加导致城建税及教育费附加增加；另一方面，全面试行营业税改征增值税后，从2016年5月1

日开始，该科目新增以前在管理费用等科目核算的房产税、土地使用税、车船使用税、印花税等税金，去

同同期则计在管理费用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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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报告期内销售费用比上年同期增加24,494.21万元，增长60.00%，剔除新收购公司并表影响，报告

期内销售费用比上年同期增长48.26%，主要原因是报告期公司持续加大对全球营销体系的建设投入所致； 

5、报告期内管理费用比上年同期增加38,006.88万元，增长77.25%，剔除新收购公司并表影响，报告

期内管理费用比上年同期增长48.52%，主要原因是报告期公司加大对新一代数字产品技术的研发投入所

致； 

6、报告期内财务费用比上年同期增加3,546.21万元，增长156.09%，剔除新收购公司并表影响，报告

期内财务费用比上年同期增长126.28%，主要原因是报告期公司借款增加导致利息支出增加引起； 

7、报告期内资产减值损失比上年同期减少1,957.99万元，下降46.40%，主要原因是报告期应收账款

收回导致计提的应收账款坏账损失转回引起； 

8、报告期内投资收益比上年同期增加889.49万元，增长4131.58%，主要原因是报告期转让全资孙公

司鹤壁市新元电子有限公司100%股权及购买银行理财产品取得的投资收益引起； 

9、报告期内其他收益比上年同期增加5,822.10万元，增长100.00%，主要原因是会计准则变更，将增

值税退税款从营业外收入调整至其他收益，以前年度不追溯调整； 

10、报告期内营业外支出比上年同期减少297.79万元，下降82.01%，主要原因是去年同期子公司深圳

市运联通通信服务有限公司处置收购前固定资产损失，今年无此项目； 

11、报告期内所得税费用比上年同期减少758.88万元，下降271.65%，主要原因是报告期个别公司亏

损计提递延所得税资产引起。 

（三）现金流量表事项 

1、报告期销售商品、提供劳务收到的现金比上年同期增加85,550.54万元，增长46.64%，主要原因是

报告期收到的货款增加引起； 

2、报告期收到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比上年同期增加2,583.64万元，增长99.05%，主要原因是

报告期收到的政府补贴收入增加引起。 

3、报告期购买商品、接受劳务支付的现金比上年同期增加44,934.27万元，增长32.25%，主要原因是

报告期销售规模增长，支付材料款增加引起； 

4、报告期支付给职工以及为职工支付的现金比上年同期增加62,058.44万元，增长98.65%，主要原因

是报告期公司员工人数增加及发放的年终奖增加引起； 

5、报告期支付的各项税费比上年同期增加11,911.32万元，增长75.42%，主要原因是报告期支付增值

税及企业所得税增加引起； 

6、报告期内收回投资收到的现金比上年同期增加33,482.52万元，增长100.00%，主要原因是报告期

收到到期理财产品资金，去年同期无此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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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报告期内取得投资收益收到的现金比上年同期增加114.65万元，增长532.55%，主要原因报告期购

买银行理财产品取得的收益增加引起； 

8、报告期内处置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收回的现金净额比上年同期增加213.48万元，

增长61.71%，主要原因是公司处置投资性房地产收到的款项增加引起； 

9、报告期内处置子公司及其他营业单位收到的现金净额比上年同期增加558.19万元，增长100%，主

要原因是报告期转让全资孙公司鹤壁市新元电子有限公司100%股权引起； 

10、报告期内购建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支付的现金比上年同期增加62,786.59万元，

增长145.59%，主要原因是报告期内公司支付后海总部基地土地出让金引起； 

11、报告期内投资支付的现金比上年同期减少32,299.00万元，下降57.37%，主要原因是报告期利用

暂时闲置的募集资金购买银行理财产品减少引起； 

12、报告期内取得子公司及其他营业单位支付的现金净额比上年同期增加89,758.12万元，增长100%，

主要原因是报告期收购子公司赛普乐和诺赛特引起； 

13、报告期内支付其他与投资活动有关的现金比上年同期增加73,122.54万元，增长100%，主要原因

是报告期收购子公司赛普乐和诺赛特引起； 

14、报告期内吸收投资收到的现金比上年同期减少203,538.05万元，下降97.75%，主要原因是去年有

非公开发行股票，今年无此项目； 

15、报告期取得借款收到的现金比上年同期增加247,573.23万元，增长158.52%，主要原因是报告期

银行借款增加引起； 

16、报告期偿还债务支付的现金比上年同期减少171,513.54万元，下降78.46%，主要原因是报告期偿

还到期银行借款减少引起； 

17、报告期分配股利、利润或偿付利息支付的现金比上年同期增加2,928.00万元，增长33.57%，主要

原因是报告期向股东支付上年度现金红利引起。 

二、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1、2014年4月10日，公司发布了《关于全资子公司中标智利地铁项目的公告》，公司全资子公司Hytera 

Mobilfunk GmbH为智利圣地亚哥新建的地铁3、6号线提供Tetra通信系统及终端，并为现有地铁1、2、4、

4A和5号线更换通信系统，同时为上述7条地铁线路提供后期维护服务。项目金额926.12万欧元（约合人民

币7800万元）。截止本报告期末，该项目正处于安装调试阶段，已确认部分收入，其中地铁1、2、6号线

目前正处于验收测试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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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015年3月9日，公司发布了《关于德国全资子公司预中标荷兰公共安全应急服务更新C2000通信系

统基础设施项目Part1部分的提示性公告，公司全资子公司HyteraMobilfunk GmbH（以下简称“德国子公

司HMF”）在德国收到了来自于荷兰安全与司法部的预中标通知电子邮件，德国子公司HMF预中标荷兰公共

安全应急服务更新C2000通信系统基础设施项目的Part1部分。该部分金额约为9,000万欧元（折合人民币

约6.16亿元），该金额最终将会根据具体细项的增减情况而发生相应的变化。2015年3月31日，公司发布

《关于德国全资子公司预中标荷兰公共安全应急服务更新C2000通信系统基础设施项目Part1部分的进展

公告》，由于KPN、Motorola和Koning&Hartman组成的联合投标方在法定期限内（预中标结果发出后20天

内）向荷兰政府提起了法律诉讼，根据相关规定，荷兰公共安全应急服务更新C2000通信系统基础设施项

目Part1、Part2和Part3都将被暂停，在诉讼结果明确之前，暂停宣布最终中标结果。2015年6月17日，公

司发布《关于德国全资子公司预中标荷兰公共安全应急服务更新C2000通信系统基础设施项目Part1部分的

进展公告》，公司德国子公司HMF获悉了诉讼结果,荷兰海牙法庭判决KMK为败诉方。2015年6月24日,公司

发布《关于德国全资子公司预中标荷兰公共安全应急服务更新C2000通信系统基础设施项目Part1部分的进

展公告》，公司德国子公司HMF与荷兰安全与司法部（代表荷兰国家政府签署协议）就“荷兰公共安全应

急服务更新C2000通信系统基础设施项目Part1部分”签署了主协议。2016年6月28日，公司发布《关于公

司德国全资子公司履行荷兰公共安全应急服务更新C2000通信系统基础设施项目Part1部分的进展公告》，

该项目Part1部分已顺利通过了荷兰安全与司法部的验收，并收到了荷兰安全与司法部汇来的根据合同付

款条约规定的第一笔款项11,683,483.44欧元（折合人民币约85,639,933.62元）。截止本报告期末，该项

目设计阶段已完成，目前正处于站点调试阶段，预计站点调试阶段将在本年度完成。 

3、2015年7月7日，公司发布《关于重大项目中标的提示性公告》，公司成功中标亚的斯亚贝巴警察

局（AddisAbabaPoliceCommission）应急指挥调度系统项目，项目金额为7,227,378.26美元（折合人民币

约44,809,745.21元）。2015年7月9日，公司与亚的斯亚贝巴警察局就“亚的斯亚贝巴警察局应急指挥调

度系统项目”签署了合同，并于2015年7月14日发布了《关于重大项目中标的进展公告》。截止本报告期

末，该项目处于正常履行过程中，目前处于维保阶段。 

4、2015年8月31日，公司通过指定披露媒体发布了《关于中标重庆市公安局350兆警用数字集群（PDT）

系统建设项目二期工程的提示性公告》（公告编号：2015-083），公司中标“重庆市公安局350兆警用数

字集群（PDT）系统建设项目二期工程”，项目金额为206,210,780元。项目主要内容是为重庆市公安局建

设二级交换控制中心、主城区以外区县PDT无线网络建设，相应配套设施及卫星应急通信系统等。截止报

告期末，该项目处于正常履行过程中，目前即将进入最终验收阶段。 

5、2016年9月13日，公司发布《关于签署重大经营合同的公告》，公司全资孙公司HyteraAmerica,INC.

成功中标多米尼加共和国首都及其周边城市Tetra网络建设及扩容项目，项目金额为多米尼加比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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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2,585,015.00元（折合人民币约44,710,283.08元）。截止本报告期末，该项目处于正常履行过程中，

目前正处于站点安装调测阶段。 

6、2017年1月25日，公司发布了《关于中标深圳市公安局PDT项目的公告》，公司收到深圳市政府采

购中心下发的《深圳市网上政府采购中标通知书》,确认公司为“交换中心与无线设施、基站机房项目”

的中标方,该项目主要是为深圳市公安局提供覆盖全市的PDT集群系统、终端产品，并提供售后服务。项目

中标金额为人民币10,185.60万元。截止本报告期末，该项目已完成验收。 

7、2017年2月16日，公司发布了《关于中标厦门市公安局无线通信保障系统建设项目的提示性公告》，

厦门市政府采购网公布了《厦门市公安局无线通信保障系统建设项目》的公告，公司为拟中标人，该项目

主要是为厦门市公安局提供无线通信保障系统（PDT数字集群通信系统、PDT终端）的建设，主要覆盖目标

为“金砖会晤”活动区域的会场、酒店、机场、车站、轮渡码头、重点景区、核心商业区、主要道路等重

要区域达到无缝覆盖等。该项目中标金额为人民币6,500万元。截止本报告期末，该项目目前处于正常运

行中。 

8、2017年2月24日，公司发布了《关于中标2017年FIFA联合会杯及2018年FIFA世界杯Tetra通信网络

建设项目的提示性公告》，公司德国全资子公司HyteraMobil funk GmbH收到了俄罗斯运营商

MS-Spectelecom发来的中标通知函，成功中标俄罗2017年FIFA联合会杯和2018年FIFA世界杯提供Tetra通

信网络建设,并对现有通信网络进行升级和改造项目，该项目总金额约为6,328,315.28欧元（折合人民币

约45,902,042.22元）。截止本报告期末，该项目处于正常履行过程中，举办联合会杯场馆的TETRA通信网

络已建成，联合会杯已圆满落幕。目前正在搭建俄罗斯世界杯场馆的TETRA通信网络。 

9、2017年3月6日，公司发布了《关于中标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森林防火通信系统建设项目的提示

性公告》，根据《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州本级林业局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森林防火通信系统建设项目

公开招标结果公告》的公告显示，公司为拟中标人，该项目的主要建设内容为：为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

提供覆盖甘孜藏族自治州主要森林、林场的DMR常规系统，并提供DMR终端和指挥调度中心。该项目金额为

人民币2,767万元。截止本报告期末，该项目已完成验收。 

10、2017年5月2日，公司发布了《关于签署合作协议的公告》，公司与乌兹别克电器设备股份有限公

司签署了合作协议。协议内容主要为合作方提供 VHF/UHF 频段的专网通信产品，合作的方式是以公司提

供所需的技术和产品物料（包括主机和零配件等）在合作方于当地的组装或生产设施上实现组装或生产，

然后实现在当地的销售。该项目金额为3,000万美元（折合人民币约为 20,670 万元）。截止本报告期末，

该项目处于正常履行过程中，目前处于交付阶段。 

11、2017年5月10日，公司发布了《关于全资子公司中标深圳地铁6号线及其二期、10号线无线通信系

统设备及服务采购项目的提示性公告》，公司下属的全资子公司深圳市海能达技术服务有限公司为中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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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主要内容为提供专用无线通信系统，全部车站、车辆段、控制中心、停车场、主变电所及全部列车专

用无线系统设备（包括基站、交换机、手持台、车载台、无线覆盖天馈及漏缆等）。项目金额为人民币5,278.44

万元。截止本报告期末，该项目处于合同签订阶段。 

12、2017年6月7日，公司发布了《关于预中标菲律宾国家警察专业无线通信设备采购项目的公告》，)

和菲律宾共和国当地合作伙伴 Contel Communications,Inc.组成的联合投标体“Joint Venture 

Contel-Hytera”预中标菲律宾国家警察专业无线通信设备采购项目。该项目主要是为菲律宾国家警察局

提供专业无线通信系统和终端产品，对现有网络进行替换升级，其中第一期项目主要为菲律宾全国各偏远

省份和地区提供中转台和终端产品；第二期项目主要为菲律宾首都马尼拉以及宿务、达沃等大城市提供集

群系统覆盖，并提供终端产品。该项目总金额为 603,799,421.97 比索（约合人民币 8,362.63 万元）。

截止本报告期末，该项目处于工程施工阶段。 

13、2017年7月11日，公司发布了《关于全资子公司签订重大经营合同的公告》，公司下属的全资子

公司海能达通信（香港）有限公司与中国电子进出口总公司签订了《安哥拉公共安全一体化平台项目集群

系统采购合同》，该项目主要是为安哥拉公共安全部门（主要包括安哥拉内政部下属警察、消防、情报局、

海关警察等）提供 Tetra 标准的系统、终端和跨系统调度平台融合解决方案，其中还包含最新一代宽窄

带融合终端产品，为安哥拉建设覆盖全境的专网通信集群网络。该项目总金额为 30,939,165 美元（折合

人民币约为 209,594,279.38 元）。截止本报告期末，该项目处于正常履行过程中，目前处于交付阶段。 

14、2017年9月9日，公司发布了《关于全资子公司赛普乐签署英国伦敦希思罗机场TETRA通信网络建

设项目合同的公告》，公司下属全资子公司 Sepura plc与Fujitsu Services Limited签订了关于“伦敦

希思罗机场 Tetra 通信网络建设项目”的合同，该项目主要为伦敦希思罗机场提供 Tetra 通信网络建设，

并提供 Tetra 终端设备及相关服务。该项目总金额为 1,934,586.72 英镑（折合人民币约 1,648.81 万

元）。截止本报告期末，该项目处于正常履行过程中，目前测试系统已实现交付。 

15、2017年9月9日，公司发布了《关于公司签署框架合作协议的公告》，公司与山西广电信息网络（集

团）有限责任公司本着友好务实、协商互利的原则，就双方在通信服务、产品提供、资源共享等领域建立

全面合作伙伴关系，正式签署《山西广电信息网络（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与海能达通信股份有限公司框架

合作协议》，该框架合作协议不涉及具体项目和金额。截止本报告期末，该项目合同处于洽谈阶段，金额

及签约时间尚不确定。 

16、2017年9月19日，公司发布了《关于全资子公司中标长沙市轨道交通5号线一期工程专用无线通信

系统采购及集成项目的提示性公告》，公司下属的全资子公司深圳市海能达技术服务有限公司成为推荐的

中标候选人，该项目主要内容为：长沙地铁 5 号线一期工程全线 18 个站点、控制中心及车辆段全部无

线通信系统设备，包括 TETRA 集群交换机、基站、手持台、车载台、二次开发等，并提供相关设计、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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装、培训、调试、验收等服务。该项目金额为人民币2,058.12 万元。截止本报告期末，该项目处于合同

签订阶段。 

重要事项概述 披露日期 临时报告披露网站查询索引 

为智利圣地亚哥新建的地铁 3、6 号线提

供 Tetra 通信系统及终端，并为现有地铁

1、2、4、4A 和 5 号线更换通信系统，

同时为上述 7 条地铁线路提供后期维护

服务。 

2014 年 04 月 10 日 

《关于全资子公司中标智利地铁项目的

公告》（公告编号：2014-023）刊登于《证

券时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

及巨潮资讯 http://www.cninfo.com.cn 

中标荷兰公共安全应急服务更新 C2000

通信系统基础设施项目 Part1 部分 

2015 年 03 月 09 日 

《关于德国全资子公司预中标荷兰公共

安全应急服务更新 C2000 通信系统基础

设施项目 Part1 部分的提示性公告》（公

告编号：2015-009）刊登于《证券时报》、

《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

讯 http://www.cninfo.com.cn 

2015 年 03 月 31 日 

《关于德国全资子公司预中标荷兰公共

安全应急服务更新 C2000 通信系统基础

设施项目 Part1 部分的进展公告》（公告

编号：2015-026）刊登于《证券时报》、

《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

讯 http://www.cninfo.com.cn 

2015 年 06 月 17 日 

《关于德国全资子公司预中标荷兰公共

安全应急服务更新 C2000 通信系统基础

设施项目 Part1 部分的进展公告》（公告

编号：2015-050）刊登于《证券时报》、

《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

讯 http://www.cninfo.com.cn 

2015 年 06 月 24 日 

《关于德国全资子公司预中标荷兰公共

安全应急服务更新 C2000 通信系统基础

设施项目 Part1 部分的进展公告》（公告

编号：2015-057）刊登于《证券时报》、

《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

讯 http://www.cninfo.com.cn 

2015 年 09 月 09 日 

《关于向德国子公司 Hytera Mobilfunk 

GmbH 履行荷兰公共安全应急服务更新 

C2000 通信系统基础设施项目提供担保

的公告》（公告编号：2015-092）刊登于

《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

报》及巨潮资讯 http://www.cninfo.com.cn 

2016 年 06 月 28 日 

《关于公司德国全资子公司履行荷兰公

共安全应急服务更新 C2000 通信系统

基础设施项目 Part1 部分的进展公告》



海能达通信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第三季度报告正文 

14 

（公告编号：2016-060）刊登于《证券时

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及巨

潮资讯 http://www.cninfo.com.cn 

中标亚的斯亚贝巴警察局（Addis Ababa 

Police Commission）应急指挥调度系统项

目 

2015 年 07 月 07 日 

《关于重大项目中标的提示性公告》（公

告编号：2015-061）刊登于《证券时报》、

《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

讯 http://www.cninfo.com.cn 

中标重庆市公安局 350 兆警用数字集群

（PDT）系统建设项目二期工程 
2015 年 08 月 31 日 

《关于中标重庆市公安局 350 兆警用数

字集群（PDT）系统建设项目二期工程的

提示性公告》（公告编号：2015-083）刊

登于《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证

券日报》及巨潮资讯

http://www.cninfo.com.cn 

中标多米尼加共和国首都及其周边城市 

Tetra 网络建设及扩容项目 
2016 年 09 月 13 日 

《关于签署重大经营合同的公告》（公告

编号：2016-105）刊登于《证券时报》、

《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

讯 http://www.cninfo.com.cn 

中标深圳市公安局 PDT 项目 2017 年 01 月 25 日 

《关于中标深圳市公安局 PDT 项目的

公告》（公告编号：2017-013）刊登于《证

券时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

及巨潮资讯 http://www.cninfo.com.cn 

中标厦门市公安局无线通信保障系统建

设项目 
2017 年 02 月 16 日 

《关于中标厦门市公安局无线通信保障

系统建设项目的提示性公告》（公告编

号：2017-022）刊登于《证券时报》、《上

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

http://www.cninfo.com.cn 

中标 2017 年 FIFA 联合会杯及 2018 年

FIFA 世界杯 Tetra 通信网络建设项目 
2017 年 02 月 24 日 

《关于中标 2017 年 FIFA 联合会杯及

2018 年 FIFA 世界杯 Tetra 通信网络建设

项目的提示性公告》（公告编号：

2017-024）刊登于《证券时报》、《上海证

券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

http://www.cninfo.com.cn 

中标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森林防火通

信系统建设项目 
2017 年 03 月 06 日 

《关于中标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森林

防火通信系统建设项目的提示性公告》

（公告编号：2017-027）刊登于《证券时

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及巨

潮资讯 http://www.cninfo.com.cn 

公司与乌兹别克电器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签署了合作协议。 
2017 年 05 月 02 日 

《关于签署合作协议的公告》（公告编

号：2017-061）刊登于《证券时报》、《上

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

http://www.cninfo.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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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标深圳地铁 6 号线及其二期、10 号

线无线通信系统设备及服务采购项目 
2017 年 05 月 10 日 

《关于全资子公司中标深圳地铁 6 号线

及其二期、10 号线无线通信系统设备及

服务采购项目的提示性公告》（公告编

号：2017-062）刊登于《证券时报》、《上

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

http://www.cninfo.com.cn 

中标菲律宾国家警察专业无线通信设备

采购项目 
2017 年 06 月 07 日 

《关于预中标菲律宾国家警察专业无线

通信设备采购项目的公告》（公告编号：

2017-082）刊登于《证券时报》、《上海证

券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

http://www.cninfo.com.cn 

中标安哥拉公共安全一体化平台项目集

群系统采购合同 
2017 年 07 月 11 日 

《关于全资子公司签订重大经营合同的

公告》（公告编号：2017-095）刊登于《证

券时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

及巨潮资讯 http://www.cninfo.com.cn 

公司下属全资子公司 Sepura plc 中标伦

敦希思罗机场 Tetra 通信网络建设项目 
2017 年 09 月 09 日 

《关于全资子公司赛普乐签署英国伦敦

希思罗机场 TETRA 通信网络建设项目

合同的公告》（公告编号：2017-116）刊

登于《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证

券日报》及巨潮资讯

http://www.cninfo.com.cn 

山西广电信息网络（集团）有限责任公

司与海能达通信 股份有限公司框架合

作协议 

2017 年 09 月 09 日 

《关于公司签署框架合作协议的公告》

（公告编号：2017-115）刊登于《证券时

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及巨

潮资讯 http://www.cninfo.com.cn 

中标长沙市轨道交通 5 号线一期工程

专用无线通信系统采购及集成项目 
2017 年 09 月 19 日 

《关于全资子公司中标长沙市轨道交通

5 号线一期工程专用无线通信系统采购

及集成项目的提示性公告》（公告编号：

2017-117）刊登于《证券时报》、《上海证

券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

http://www.cninfo.com.cn 

三、公司实际控制人、股东、关联方、收购人以及公司等承诺相关方在报告期内超期未履行

完毕的承诺事项 

√ 适用 □ 不适用  

承诺事由 承诺方 承诺类型 承诺内容 承诺时间 承诺期限 履行情况 

股改承诺       

收购报告书或权益变动报告书中所

作承诺 
      

资产重组时所作承诺       



海能达通信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第三季度报告正文 

16 

首次公开发行或再融资时所作承诺 

陈清州  

公司控股股

东、实际控制

人陈清州先

生承诺：自公

司股票上市

之日起三十

六个月内，不

转让或者委

托他人管理

其本次发行

前已持有的

公司股份，也

不由公司收

购该部分股

份。承诺期限

届满后，上述

股份可以上

市流通和转

让。陈清州先

生作为公司

董事、高管，

同时还承诺：

在上述三十

六个月的期

限之后，在公

司任职期间，

每年转让的

公司股份不

得超过其所

持有的公司

股份总数的

25%；离职后

半年内，不转

让所持有的

公司股份。 

2011 年 05 月

27 日 

自公司股票

上市起长期

有效。 

严格履行中，

不存在违反

承诺的情形。 

陈清州  

公司控股股

东、实际控制

人陈清州先

生承诺：本人

目前乃至将

来不从事、亦

促使本人控

制、与他人共

同控制、具有

2010 年 06 月

20 日 

自公司股票

上市起长期

有效。 

严格履行中，

不存在违反

承诺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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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大影响的

企业不从事

任何在商业

上对发行人

及/或发行人

的子公司、分

公司、合营或

联营公司构

成或可能构

成竞争或潜

在竞争的业

务或活动。如

因国家法律

修改或政策

变动不可避

免地使本人

及/或本人控

制、与他人共

同控制、具有

重大影响的

企业与公司

构成或可能

构成同业竞

争时，就该等

构成同业竞

争之业务的

受托管理（或

承包经营、租

赁经营）或收

购，公司在同

等条件下享

有优先权。 

陈清州  

公司控股股

东、实际控制

人陈清州先

生承诺：在公

司今后经营

活动中，本人

将尽最大的

努力减少与

公司之间的

关联交易。若

本人与公司

发生无法避

2011 年 05 月

27 日 

自公司股票

上市起长期

有效。 

严格履行中，

不存在违反

承诺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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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的关联交

易，包括但不

限于商品交

易，相互提供

服务或作为

代理，则此种

关联交易的

条件必须按

正常的商业

条件进行，本

人不要求或

接受公司给

予任何优于

在一项市场

公平交易中

的第三者给

予的条件。若

需要与该项

交易具有关

联关系的贵

公司的股东

及/或董事回

避表决，本人

将促成该等

关联股东及/

或董事回避

表决。 

陈清州  

（一）不越权

干预公司经

营管理活动，

不侵占公司

利益；（二）

自本承诺出

具日至公司

本次非公开

发行股票实

施完毕前，若

中国证监会

作出关于填

补回报措施

及其承诺的

其他新的监

管规定的，且

上述承诺不

2016 年 11 月

21 日 

自承诺出具

日起长期有

效。 

严格履行中，

不存在违反

承诺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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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满足中国

证监会该等

规定时，本人

承诺届时将

按照中国证

监会的最新

规定出具补

充承诺；（三）

本人承诺切

实履行公司

制定的有关

填补回报措

施以及对此

作出的任何

有关填补回

报措施的承

诺，若违反该

等承诺并给

公司或者投

资者造成损

失的，本人愿

意依法承担

对公司或者

投资者的补

偿责任；作为

填补回报措

施相关责任

主体之一，若

违反上述承

诺或拒不履

行上述承诺，

本人同意按

照中国证监

会和深圳证

券交易所等

证券监管机

构制定或发

布的有关规

定、规则，对

本人作出相

关处罚或采

取相关管理

措施 

陈清州、曾  （一）本人承 2016 年 11 月 自承诺出具 严格履行中，



海能达通信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第三季度报告正文 

20 

华、武美、张

钜、蒋叶林、

郭義祥、欧阳

辉、孔祥云、

陈智、邓峰、

王卓、杨立炜 

诺不无偿或

以不公平条

件向其他单

位或者个人

输送利益，也

不会采用其

他方式损害

公司利益；

（二）本人承

诺对董事和

高级管理人

员的职务消

费行为进行

约束；（三）

本人承诺不

动用公司资

产从事与履

行职责无关

的投资、消费

活动；（四）

本人承诺由

董事会或薪

酬与考核委

员会制定的

薪酬制度与

公司填补回

报措施的执

行情况相挂

钩；（五）本

人承诺已公

布及未来拟

公布（如有）

的公司股权

激励的行权

条件与公司

填补回报措

施的执行情

况相挂钩；

（六）自本承

诺出具日至

公司本次非

公开发行股

票实施完毕

前，若中国证

21 日 日起长期有

效。 

不存在违反

承诺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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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会作出关

于填补回报

措施及其承

诺的其他新

的监管规定，

且上述承诺

不能满足中

国证监会该

等规定时，本

人承诺届时

将按照中国

证监会的最

新规定出具

补充承诺。

（七）本人承

诺切实履行

公司制定的

有关填补回

报措施以及

对此作出的

任何有关填

补回报措施

的承诺，若违

反该等承诺

并给公司或

者投资者造

成损失的，本

人愿意依法

承担对公司

或者投资者

的补偿责任。

作为填补回

报措施相关

责任主体之

一，若违反上

述承诺或拒

不履行上述

承诺，本人同

意按照中国

证监会和深

圳证券交易

所等证券监

管机构制定

或发布的有



海能达通信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第三季度报告正文 

22 

关规定、规

则，对本人作

出相关处罚

或采取相关

管理措施 

博时基金管

理有限公司、

财通基金管

理有限公司、

华安基金管

理有限公司、

汇添富基金

管理股份有

限公司、申万

菱信（上海）

资产管理有

限公司、深圳

市创新投资

集团有限公

司、天弘基金

管理有限公

司、易方达基

金管理有限

公司 

 

本次非公开

发行新增股

份

190,002,657

股于2016年 8

月 23 日在深

圳证券交易

所上市。本次

认购的 8 名特

定投资者认

购的本次非

公开发行的

股份自发行

结束之日

（2016年 8月

23 日）起 12

个月内不得

转让。在此之

后按中国证

券监督管理

委员会及深

圳证券交易

所的有关规

定执行。 

2016 年 08 月

23 日 

2016 年 8 月

23 日至 2017

年 8 月 23 日

止 

截止本报告

披露日，该承

诺已履行完

毕，不存在违

反承诺的情

形。 

股权激励承诺       

其他对公司中小股东所作承诺       

承诺是否按时履行 是 

如承诺超期未履行完毕的，应当详

细说明未完成履行的具体原因及下

一步的工作计划 

不适用。 

四、对 2017 年度经营业绩的预计 

2017 年度预计的经营业绩情况：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正值且不属于扭亏为盈的情形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正值且不属于扭亏为盈的情形 

2017 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变动幅

度 
24.43% 至 74.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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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变动区

间（万元） 
50,000 至 70,000 

2016 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万元） 40,182.84 

业绩变动的原因说明 

外因：随着全球安全形势面临的挑战日趋严峻，以及 “一带一路”和“军

民融合”等国家战略的快速推进，再加上杭州 G20 峰会、厦门金砖峰会、

俄罗斯世界杯等国际大型峰会和赛事安保措施的示范效应，全球专网通信

的市场需求呈现较快增长。  

 

内因：公司在研发技术和市场开拓等方面的不断投入，使得公司在数字产

品的市场竞争力和全球营销网络渠道等方面的优势不断凸显，以及公司大

项目运作能力的不断提升，再加上新收购的两家公司，预计公司全年销售

业绩将持续快速增长。 

五、以公允价值计量的金融资产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资产类别 
初始投资

成本 

本期公允价

值变动损益 

计入权益的累

计公允价值变

动 

报告期内购入

金额 

报告期内售

出金额 

累计投资收

益 
期末金额 资金来源 

金融衍生工具 0.00 185,821.64 -210,596.08    548,203.35 自有资金 

合计 0.00 185,821.64 -210,596.08 0.00 0.00 0.00 548,203.35 -- 

六、违规对外担保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违规对外担保情况。 

七、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对上市公司的非经营性占用资金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对上市公司的非经营性占用资金。 

八、报告期内接待调研、沟通、采访等活动登记表 

√ 适用 □ 不适用  

接待时间 接待方式 接待对象类型 调研的基本情况索引 

2017 年 09 月 06 日 实地调研 机构 

讨论公司近期经营情况与行业发展动

态。具体内容参见巨潮网上“2017年 9

月 6 日投资者关系活动记录表” 

2017 年 09 月 07 日 实地调研 机构 讨论公司近期经营情况与行业发展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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态。具体内容参见巨潮网上“2017年 9

月 7 日投资者关系活动记录表（一）” 

2017 年 09 月 07 日 实地调研 机构 

讨论公司近期经营情况与行业发展动

态。具体内容参见巨潮网上“2017年 9

月 7 日投资者关系活动记录表（二）” 

2017 年 09 月 13 日 实地调研 机构 

讨论公司近期经营情况与行业发展动

态。具体内容参见巨潮网上“2017年 9

月 13 日投资者关系活动记录表” 

2017 年 09 月 19 日 电话沟通 机构 

讨论公司近期经营情况与行业发展动

态。具体内容参见巨潮网上“2017年 9

月 19 日投资者关系活动记录表” 

2017 年 09 月 20 日 实地调研 机构 

讨论公司近期经营情况与行业发展动

态。具体内容参见巨潮网上“2017年 9

月 20 日投资者关系活动记录表（一）” 

2017 年 09 月 20 日 实地调研 机构 

讨论公司近期经营情况与行业发展动

态。具体内容参见巨潮网上“2017年 9

月 20 日投资者关系活动记录表（二）” 

2017 年 09 月 21 日 实地调研 机构 

讨论公司近期经营情况与行业发展动

态。具体内容参见巨潮网上“2017年 9

月 21 日投资者关系活动记录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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