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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300025              证券简称：华星创业                 公告编号：2019-008 

杭州华星创业通信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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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有董事亲自出席了审议本次年报的董事会会议 

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本年度公司财务报告的审计意见为：标准的无保留意见。 

本报告期会计师事务所变更情况：公司本年度会计师事务所为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没有变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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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华星创业 股票代码 300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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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艳 柳杭斌 

办公地址 杭州市滨江区长河街道聚才路 500 号 杭州市滨江区长河街道聚才路 500 号 

传真 0571-87208517 0571-87208517 

电话 0571-87208518 0571-87208518 

电子信箱 hxcy_1@hxcy.com.cn hxcy_1@hxcy.com.cn 

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一、公司主营业务  

报告期内，公司的主营业务为提供移动通信技术服务和相关产品的研发、生产和销售，主要包括网络建设（主要是室内

分布覆盖系统以及通信网络建设）、网络维护和网络优化以及相关通信网络测试优化系统工具软件产品研发、生产和销售，

及IDC、云计算服务，并在此基础上将业务拓展至虚拟专用网服务、互联网接入服务及其他增值服务。主要客户为通信运营

商、设备商、铁塔、互联网客户。 

二、2018年度公司经营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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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告期，营业收入较上年同期下降3.64%，总体业务量略有下降。其中公司网络优化业务实现收入79,784.49万元，同

比上年同期上升5.51%，网络建设类业务收入21,221.78万元，同比上年同期降低17.72%，互联网服务业务实现收入26,328.79

万元，同比上年同期下降2.49%。具体情况详见本报告第四节: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一、概述业务方面之说明。 

三、公司的行业地位 

公司所处的移动通信技术服务行业，经过数年的发展，目前我国该行业竞争充分，基本处于完全竞争状态。公司是行业

内服务区域最广且能提供移动通信技术服务一体化的服务商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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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币元 

 2018 年 2017 年 本年比上年增减 2016 年 

营业收入 1,363,927,579.23 1,415,404,853.57 -3.64% 1,310,119,642.0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0,934,429.94 -133,448,775.12 -108.19% 74,983,019.4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32,067,060.02 -249,236,263.79 -87.13% 75,092,187.30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79,184,286.28 68,221,162.99 162.65% 2,783,613.54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255 -0.3114 -108.19% 0.1750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255 -0.3114 -108.19% 0.175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46% -16.35% 17.81% 8.69% 

 2018 年末 2017 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减 2016 年末 

资产总额 1,989,419,739.46 3,008,886,666.41 -33.88% 3,056,547,825.2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758,041,217.67 741,394,974.03 2.25% 895,127,76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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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6,508,828.22 309,422,801.15 327,880,544.25 400,115,405.6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2,567,169.37 -18,638,321.67 -4,973,664.73 47,113,585.7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13,074,011.04 -19,467,734.33 -5,369,526.37 5,844,211.72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97,893,772.16 99,983,307.69 75,078,116.24 102,016,634.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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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328 年度报告披露 27,997 报告期末表决 0 年度报告披露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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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股东总数 日前一个月末

普通股股东总

数 

权恢复的优先

股股东总数 

日前一个月末

表决权恢复的

优先股股东总

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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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繁银科技 
境内非国有

法人 
15.63% 66,975,040 0   

屈振胜 境内自然人 3.40% 14,584,324 14,584,324 质押 14,584,324 

李华 境内自然人 2.89% 12,382,800 12,382,800 质押 12,382,800 

陈劲光 境内自然人 2.80% 12,009,000 12,009,000 质押 12,009,000 

黄喜城 境内自然人 1.08% 4,630,000 4,630,000   

程思越 境内自然人 0.85% 3,635,100 3,635,100   

陈维平 境内自然人 0.68% 2,918,727 2,918,727   

何淳勇 境内自然人 0.59% 2,531,702 2,531,702   

葛仁恕 境内自然人 0.56% 2,406,394 2,406,394   

陈俊胡 境内自然人 0.46% 1,990,001 1,990,001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

动的说明 

未发现上述股东之间存在关联关系或属于《上市公司股东持股变动信息披露管理办法》规定

的一致行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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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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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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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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软件与信息技术服务业 

2018年度，公司营业收入136,392.76万元，营业成本115,313.69万元，较上年同期分别下降3.64%和增长4.66%；营业利

润-2,063.76万元, 较上年同期增长85.48%；归属于上市公司普通股股东的净利润1,093.44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108.19%。上

述变化主要系：（1）公司网络优化、室分工程、网络维护等传统业务按年度经营计划有序开展，整体运行平稳，营业收入

与去年略有下降。传统业务毛利率较上年同期有所下降，主要系：1）移动通信技术服务市场竞争较为激烈；2）在国内去杠

杆的宏观环境下，公司为了加快资金周转，部分业务实施方式进行调整；3）受个别重要客户影响，相关项目毛利率下降。

（2）公司上年报告期对亏损子公司北京互联港湾科技有限公司和珠海市远利网讯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形成的商誉计提了大额

减值准备。（3）本报告期，公司出售北京互联港湾科技有限公司34%股权和珠海市远利网讯科技发展有限公司100%股权。

（4）本报告期业务回款情况较好，计提的减值损失较上年同期减少。 

1、业务方面 

在4G完全普及，用户转网红利削弱的背景下，运营商4G网络建设投入也逐步减少。与此同时，提速降费政策继续推进，

电信行业改革进一步深化，美国制裁中兴公司，铁塔公司上市等行业事件深刻改变着行业经营环境。而随着5G非独立组网

NR标准和独立组网NR标准的先后冻结并发布，意味着5G网络的试验网和大规模部署已日益临近。公司一方面从工程优化业

务调配资源投入到需求旺盛的存量网络日常优化维护业务中，另一方面积极进行NB-IOT、5G相关技术的培训，为下一阶段

5G网络大规模部署积蓄技术力量。 

（1）网络优化业务。 

公司网络优化业务实现收入79,784.49万元，同比上年同期上升5.51%。 

本报告期年初中国移动首次开展了无线网络优化服务集中采购项目，采购11省份2018-2019年无线网优服务。在本次招

标中一方面公司表现较强的竞争力，在过往业绩要求、认证的人力资源、设备等方面满足11个省份全部参与投标的要求。同

时最终中标广东、江苏、福建、山西四省的网优服务，是第三方网优公司中中标省份最多的企业。该次网优服务招标对于未

来竞争格局会产生深远影响，公司通过实施中标项目，将巩固在中国移动的业绩资历和认证技术力量，从而为参与后续同类

项目竞选打下坚实基础。本报告期，运营商客户方面，广东、浙江、江苏、福建等大省业务保持稳定，执行情况良好。主设

备厂家方面，与华为、中兴厂家保持稳定的合作。受美国制裁中兴事件影响，中兴业务阶段性受到一定影响。5G方面三大

运营商5G网络的外场试点已经开始，公司已参加部分地区试点网络的部署和前期测试优化调整工作，积累5G网络无线信号

覆盖和针对不同业务类型的网络优化经验。在2019年3月刚刚结束的中国移动集团网优集采招标中，公司中标浙江、湖南两

个省份的中标份额。 

（2）网络建设类业务。 

网络建设类业务收入21,221.78万元，同比上年同期降低17.72%。 

公司与客户继续保持深入的合作关系，积极拓展包括新型室分、ICT智慧城市建设项目、基站租赁建设业务、WIFI租赁

建设业务等业务。4G和5G时代，对室内覆盖和容量提出了新挑战，必须开拓创新，开发个性化、客户化服务，迎接5G建设

机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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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公司全资子公司鑫众通信顺利获得中国住建部颁发的“通信工程施工总承包一级”证书，有助于进一步提升公司

的综合实力。 

（3）产品业务 

根据移动集团最新规范及各省公司需求，完善了网优大数据智能应用平台功能，新增接入MDT、NB-IOT等多种数据源，

在容量分析调整、网络结构分析、竞对分析、多场景分析、高流量分析等方面新增了应用模块并对系统整体架构及呈现界面

进行进一步优化，满足了客户精细化集中运维需求。另外，开发了集中预警系统，支持运营商省公司对全省所有LTE/NB站

点进行多维度大数据智能分析和精准问题点定位，实现全省级、地市级、区县级、网格级、道路级的网络监控预警。报告期

内这些平台的研发工作已经完成并在多个省级运营商处上线商用。 

2、管理方面： 

（1）控股股东变更，公司经营平稳过渡。2018年9月28日，原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程小彦；原董事、副总经理屈

振胜；原董事、总经理陈劲光；原副总经理李华与上海繁银科技有限公司签署《上海繁银科技有限公司与程小彦、屈振胜、

李华和陈劲光关于杭州华星创业通信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之股份转让协议》，向繁银科技转让其合计持有的流通股63,192,042

股，占总股份比例14.75%。本次股份过户完成后，繁银科技持有 63,192,042 股公司流通股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 14.75%，

成为公司新的控股股东，朱定楷先生成为公司新的实际控制人。2018年12月，繁银科技以自有资金通过二级市场对华星创业

股份进行增持，增持完成后繁银科技持有66,975,040股公司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15.63%。鉴于重要股东变更，董事会、监

事会提前换届选举。2018年12月14日，2018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顺利召开，选举第五届董事会董事、第五届监事会监事。

新控股股东繁银科技表示支持公司继续原有通信业务。繁银科技与陈劲光、李华共计向公司提供8,000万元财务资助，支持

公司业务发展。目前，管理层组织公司有序地开展生产经营，公司经营平稳过渡。 

（2）出售亏损子公司股权 

1）出售珠海远利100%股权 

珠海远利因客户招标资质要求变更，2017年业务收入大幅下滑，净利润亏损2,044万元。公司华南地区的业务拓展目的

已实现且公司另一子公司鑫众通信顺利获得中国住建部颁发的“通信工程施工总承包一级”证书。鉴于前述情况，为了增加公

司现金流入、优化上市公司整体的资产、负债结构，以珠海远利净资产为作价依据，公司与本次交易对方协商作价4,600万

元转让公司持有的珠海远利100%股权。本次珠海远利100%股权转工商登记已经完成，公司目前已经收到启创智通支付股权

转让款合计4,000 万元。 

2）出售互联港湾34%股权 

2017年互联港湾经营未及预期，业绩承诺净利润6,900万元，互联港湾实现净利润亏损2,905.44万元。鉴于互联港湾的情

况，公司开始筹划出售互联港湾股权。报告期内，公司曾与衢州复朴长实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达成转让互联港湾51%

股权的协议，因衢州复朴未按协议约定向公司支付股权转让款，公司单方解除股权转让协议，另寻找买家。2018年9月28日，

公司与杭州大程科技有限公司就公司转让互联港湾34%股权及公司为互联港湾提供担保、借款等事宜安排达成一致。本次公

司转让互联港湾34%股权作价133,333,333.00元，本次股权转让资金来源于大程科技的股东程小彦向繁银科技转让其个人持

有公司股份的股权转让款。本次互联港湾34%股权转工商登记已经完成，公司收到大程科技支付股权转让款133,333,333.00

元。 

（3）公司加强以利润和现金流为核心导向，优化上市公司整体的资产、负债、业务结构，公司的经营风险、财务风险

逐步降低。 

2、报告期内主营业务是否存在重大变化 

□ 是 √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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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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97,844,936.86 152,683,396.40 19.14% 5.51% 12.64% -5.12% 

网络建设 212,217,826.69 37,799,287.73 17.87% -17.72% -11.20% -6.03% 

互联网服务 263,287,854.83 -7,015,827.50 -2.66% -2.49% 12.72% -13.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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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告期营业收入较上年同期下降3.64%，营业成本较上年同期增长4.66%，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较上年同期增长

108.19%，主要系：1）公司上年对亏损子公司互联港湾和珠海远利形成的商誉计提了大额减值准备。2）本报告期，公司出

售互联港湾34%股权和出售珠海远利100%股权。3）本报告期业务回款情况较好，计提的减值损失较上年同期减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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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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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合并范围增加 

公司名称 股权取得方式 股权取得时点 出资额 出资比例 

杭州明讯 新设 2018-9-29 5,000,000.00元 100% 

华星缅甸 新设 2018-1-1  50,000.00美元 100% 

2、合并范围减少 

子公司 

名称 

股权处置 

价款（元） 

股权处置 

比例(%) 

股权处置 

方式 

丧失控制 

权的时点 

丧失控制权时点

的确定依据 

处置价款与处置投资 

对应的合并财务报表 

层面享有该子公司净 

资产份额的差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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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开闻 2,900,000.00 75.00 出售 2018.7.11 完成工商变更 392,136.25 

远利网讯 46,000,000.00 100.00 出售 2018.9.21 完成工商变更 5,196,399.96 

互联港湾 133,333,333.00 34.00 出售 2018.11.21 完成工商变更 16,970,969.46 

(续上表) 

子公司 

名称 

丧失控制权之日

剩余股权的比例 

丧失控制权之日剩余股权的

账面价值（元） 

丧失控制权之日剩余股权的

公允价值（元） 

按照公允价值重新计量剩余

股权产生的利得或损失（元） 

上海开闻     

远利网讯     

互联港湾 17.00% 58,181,182.27 66,666,667.00 8,485,484.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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