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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300590                           证券简称：移为通信                           公告编号：2019-013 

上海移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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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异议声明 

姓名 职务 无法保证本报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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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立信会计师事务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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仍为立信会计师事务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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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经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的普通股利润分配预案为：以 161,490,000 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2.50

元（含税），送红股 0 股（含税），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转增 0 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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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移为通信 股票代码 3005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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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杰 唐珺 

办公地址 上海市徐汇区宜山路 717 号 2 号楼 3 楼 上海市徐汇区宜山路 717 号 2 号楼 3 楼 

传真 021-54451990  021-54451990  

电话 021-54450318 021-54450318 

电子信箱 stock@queclink.com stock@queclink.com 

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公司自成立以来一直致力于嵌入式无线M2M终端设备研发、销售业务，研发生产的无线M2M终端设备集成了卫星定位

系统、传感器系统、电源管理系统、控制系统、通信系统、处理系统等硬件，同时，公司利用核心的软件设计，将采集的信

息进行信息处理、并将处理后的信息利用通信网络传输到后台服务器。因此，公司属于物联网产业链中感知层末端设备供应

商，以及解决方案提供商。 

报告期内，公司在立足于车载信息、资产管理信息、个人安全智能终端传统的三大产品应用领域之外，也积极拓展动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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溯源管理、共享经济领域产品，品类的扩张打开了公司成长的空间。近两年，公司主营业务及产品未发生重大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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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76,221,676.86 362,445,850.79 31.39% 270,154,213.3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24,600,313.91 96,938,481.59 28.54% 95,269,351.5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105,831,543.78 81,928,998.87 29.17% 91,044,057.00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95,558,041.47 77,761,802.56 22.89% 80,737,948.77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7788 0.6188 25.86% 0.7939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7784 0.6188 25.79% 0.7939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5.38% 13.79% 1.59% 57.19% 

 2018 年末 2017 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减 2016 年末 

资产总额 1,061,811,736.57 881,426,335.12 20.47% 276,050,851.2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864,241,694.69 769,370,280.78 12.33% 202,225,348.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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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4,578,395.60 113,284,815.18 116,795,248.04 171,563,218.0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5,724,692.16 42,985,155.33 33,757,892.67 42,132,573.7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2,537,503.12 39,659,228.13 27,684,937.23 35,949,875.30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910,790.72 36,801,588.47 47,432,766.55 12,234,477.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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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804 

年度报告披露

日前一个月末

普通股股东总

数 

13,1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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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廖荣华 境内自然人 37.90% 61,200,00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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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速国际有限公司 境外法人 17.60% 28,425,000 28,425,000   

信威顾问有限公司 境外法人 14.63% 23,625,000 23,625,000   

彭嵬 境内自然人 1.11% 1,800,000 0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华安媒体

互联网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1.10% 1,773,972 1,773,972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方新优

享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0.60% 966,100 966,100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欧价值

智选回报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0.56% 903,342 903,342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欧电子

信息产业沪港深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0.51% 830,098 830,098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财通价值

动量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0.50% 800,000 800,000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财通成长

优选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0.35% 569,991 569,991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1、公司股东廖荣华、精速国际有限公司、信威顾问有限公司、彭嵬之

间不存在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人关系。 

2、公司未知其他前 10名股东之间是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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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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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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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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积极贯彻年度经营计划，持续加大新产品研发投入，不断拓展海外及国内销售市场，有序扩大嵌入式M2M终端设

备应用领域，拓展业务外延，公司经营业绩呈现健康、稳健的发展态势。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47,622.17万元，较上

年同期增长31.39%；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12,460.03万元，较上年同期增加28.54%。新客户的增加、老客户对

营收的贡献及新业务的扩展，成为驱动业绩增长的引擎。2018年，动物追踪溯源产品作为新业务之一，实现收入近1,800万

元，共享经济类产品实现收入超5,500万元；国内市场开拓初见成效，终端客户收入增长明显。另外，公司募投项目进展顺

利，本年度推出18款新产品，其中3G、4G产品出货量持续增长，实现销售收入14,515.81万元，占营收的30.48%，同比增长

37.12%。详见“第四节 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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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车载信息智能终端 324,283,174.05 78,729,034.59 45.54% 29.26% 24.08% -6.19% 

资产管理信息智能终端 100,717,953.26 28,297,232.81 52.70% 30.46% 31.41% -4.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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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财政部于2018年6月15日发布了《财政部关于修订印发2018年度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通知》（财会（2018）15号），

对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进行了修订。 本公司执行上述规定的主要影响如下： 

会计政策变更的内容和原因 审批程序 受影响的报表项目名称和金额 

（1）资产负债表中“应收票据”和“应收账款”

合并列示为“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应付

票据”和“应付账款”合并列示为“应付票据

董事会 

（1）“应收票据”和“应收账款”合并列示为“应收

票据及应收账款”，本期金额85,322,446.66元，上期

金额52,641,737.94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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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应付账款”；“应收利息”和“应收股利”

并入“其他应收款”列示；“应付利息”和“应

付股利”并入“其他应付款”列示；“固定资

产清理”并入“固定资产”列示；“工程物资”

并入“在建工程”列示；“专项应付款”并入

“长期应付款”列示。比较数据相应调整。 

（2）“应付票据”和“应付账款”合并列示为“应付

票据及应付账款”，本期金额115,489,745.67元，上期

金额48,341,827.66元； 

（3）调增“其他应收款”本期金额2,573,707.57元，

上期金额659,908.45元； 

（4）调增“其他应付款”本期金额0元，上期金额

6,041.67元； 

（5）调增“固定资产”本期金额0元，上期金额0元； 

（6）调增“在建工程”本期金额0元，上期金额0元； 

（7）调增“长期应付款”本期金额0元，上期金额0元。 

（2）在利润表中新增“研发费用”项目，将原

“管理费用”中的研发费用重分类至“研发费

用”单独列示；在利润表中财务费用项下新增

“其中：利息费用”和“利息收入”项目。比

较数据相应调整。 

董事会 

（1）调减“管理费用”本期金额67,389,837.79元，上

期金额45,968,918.42元，重分类至“研发费用”。 

（2）财务费用项目下新增“其中：利息费用”和“利

息收入”项目，“利息费用”本期金额-9,666.01元，

上期金额232,208.42元；“利息收入”本期金额

2,392,849.08元，上期金额4,324,275.94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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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年8月16日，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注销全资子公司的议案》，同意公司注销全资子公司上

海移畅信息技术有限公司。2018年11月12日，上海移畅信息技术有限公司完成注销。本次注销完成后，公司合并财务报表的

范围将相应的发生变化，但不会对公司合并财务报表产生实质性影响，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18年11月12日刊登在巨潮资讯

网上的《关于全资子公司注销完成的公告》（公告编号：2018-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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