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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重要提示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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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者应当到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等中国证监会指定媒体上仔细阅读年度报告全文。 

2 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年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

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3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会议。 

4 中审众环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本公司出具了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 

5 经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经中审众环会计师事务所审计，公司 2018年度母公司净利润为 101,782,431.64 元，按照母

公司当年实现净利润的 10％提取法定盈余公积金 10,178,243.16 元，加上年初未分配利润

488,288,180.09 元，扣除已分配的 2017 年度现金红利 75,360,003.84 元，期末累计可供股东分

配的利润为 504,532,364.73 元。 

2018 年期末利润分配预案如下：拟以 2018 年末总股本 1,256,000,064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

按每 10 股派现金红利 0.60 元（含税），合计分配 75,360,003.84 元，剩余未分配利润

429,172,360.89元结转以后年度分配。 

 

二 公司基本情况 

1 公司简介 

公司股票简况 

股票种类 股票上市交易所 股票简称 股票代码 变更前股票简称 

A股 上海证券交易所 东方通信 600776 - 

B股 上海证券交易所 东信B股 900941 -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赵威 方瑞娟 

办公地址 浙江省杭州市滨江区东信大道66号 浙江省杭州市滨江区东信大道66号 

电话 0571-86676198 0571-86676198 

电子信箱 inquiry@eastcom.com inquiry@eastcom.com 

 

2 报告期公司主要业务简介 

公司从事的主要业务为以专网通信为基础的企业网和信息安全业务、以金融电子为基础的智

能自助设备业务和以信息通信技术服务为基础的综合服务及运营业务。 



公司主要面向政府部门及企事业单位提供应急通信范畴的专用网络通信设备及整体解决方

案；向银行及政府机构、其它服务机构等提供现金和非现金类智能自助服务终端、软件及相应设

备的维保服务；向移动通信运营商及通信设备厂商提供移动通信公网通信产品、信息安全软件及

整体解决方案以及通信工程及 ICT 服务；同时提供电子产品制造及科技园区管理等服务。 

2018 年，公司围绕三大产业生态圈推进产业转型升级和管理提升，强化主营优势，提升管理

效益，增强自身市场竞争力： 

（一）企业网和信息安全产业：基于在政府及公共安全部门、交通运输行业、通信运营商等

领域的良好客户关系，深挖客户需求，拓展企业网和信息安全业务边界。产品主要包括各类专网

终端、无线集群通信系统、反电信网络诈骗产品线和互联网风控产品线等，同时提供面向行业应

用的解决方案。随着国内公共安全和信息安全重要性的不断提高，轨道交通建设持续推进，企业

网和信息安全产业正迎来更大的市场空间。 

（二）智能自助设备产业：经营模式为智能自助终端产品的研发、生产、销售及服务。产品

主要包括现金取款机、现金循环机、大额循环机、智能柜员机、卡类产品自助领取机、VTM 远程

自助设备、智能卡库、便携发卡机等金融行业的现金与非现金系列智能自助设备，以及政务、酒

店、医院、物流、交通、便民等其它行业的智能自助设备，同时提供平台软件与智慧银行解决方

案、网点及现金管理服务等。公司智能自助设备的研发技术及产品质量可靠，随着自助服务在各

行各业的应用普及，为各类新型智能自助设备、软件以及运营服务等业务打开了新的市场空间。 

（三）信息通信技术服务与运营产业：致力于在专业技术领域满足运营商、通信设备厂商的

技术服务需求，增强在软件及信息通信技术服务业务上的能力。通信技术服务团队主要从事移动

通信网络设计、建设、维护、优化服务以及专业软件开发、技术培训业务等。作为国内率先从事

移动通信技术服务的专业提供商，已成为国内通信运营商和全球通信设备供应商优选的合作伙伴。

随着物联网技术的规模应用以及新的通信技术逐步引入，信息通信技术服务行业仍具有持续的市

场发展空间。 

3 公司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3.1 近 3 年的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2018年 2017年 

本年比上年 

增减(%) 
2016年 

总资产 3,802,976,653.98 3,771,709,106.79 0.83 3,846,529,343.90 

营业收入 2,404,822,502.70 2,437,285,614.69 -1.33 1,980,288,987.4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27,402,474.47 118,208,655.39 7.78 91,625,023.6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60,720,051.19 82,494,861.10 -26.40 43,293,767.67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3,073,877,813.82 3,021,432,913.25 1.74 2,978,584,261.70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34,007,300.73 -68,620,898.01 50.44 -58,567,690.44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0143509 0.09411517 7.78 0.07294986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0143509 0.09411517 7.78 0.07294986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4.18 3.94 
增加0.24个

百分点 
3.09 

 

3.2 报告期分季度的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第一季度 

（1-3月份） 

第二季度 

（4-6月份） 

第三季度 

（7-9月份） 

第四季度 

（10-12月份） 

营业收入 499,734,895.44 557,940,225.94 504,062,885.61 843,084,495.7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20,639,962.62 35,660,411.33 20,401,303.73 50,700,796.7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 
13,400,450.64 25,996,244.07 -8,219,283.68 29,542,640.16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02,204,385.32 -114,856,413.80 18,114,821.94 264,938,676.45 

 

季度数据与已披露定期报告数据差异说明 

□适用  √不适用  

4 股本及股东情况 

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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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止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121,957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末的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211,774 

前 10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全称） 

报告期内

增减 

期末持股数

量 

比例

(%) 

持有有

限售条

件的股

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东 

性质 股份 

状态 
数量 

普天东方通信集团有限公司   570,712,740 45.44 0 无   国有法人 

中国证券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48,500 32,203,281 2.56 0 未知   国有法人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17,168,500 1.37 0 未知   国有法人 

ISHARES CORE  MSCI EMERGING 

MARKETS ETF 
1,503,449 4,822,549 0.38 0 未知  境外法人 

NOMURA SINGAPORE LIMITED   4,262,206 0.34 0 未知   境外法人 

吴嘉毅 3,460,486 3,460,486 0.28 0 未知   境内自然人 

张民 3,424,801 3,424,801 0.27 0 未知   境内自然人 

VANGUARD TOTAL INTERNATIONAL 

STOCK INDEX FUND 
312,900 3,422,300 0.27 0 未知   境外法人 

华夏基金－农业银行－华夏中证金

融资产管理计划 

  
3,084,400 0.25 0 未知   其他 



NORGES BANK   2,935,960 0.23 0 未知   境外法人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上述股东之间未知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属于《上市公司收购管理

办法》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的说明 无 

备注：鉴于公司披露 2018 年度报告的日期为 2019 年 4 月 1 日，因结算数据下发较晚，本报告填

写“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为 2019 年 3 月 20 日的数据。 

 

4.2 公司与控股股东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的方框图 

√适用  □不适用  

 

 

4.3 公司与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的方框图 

√适用  □不适用  

 

4.4 报告期末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 10 名股东情况 

□适用  √不适用  

5 公司债券情况 

□适用  √不适用  



三 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1 报告期内主要经营情况 

公司各产业具体经营情况如下： 

(1)企业网和信息安全产业： 

市场拓展方面：轨交 800M列调市场取得有效突破，自主研发的 TETRA专用无线通信系统中标

杭州地铁 6 号线一、二期工程、杭富城际铁路工程、杭临城际铁路工程，北京机场线通过客户验

收并正式移交运营；公安 PDT 市场进一步巩固市场地位，其中地铁公安方面，中标杭州地铁、宁

波地铁、贵阳轨道交通、呼和浩特城市轨道交通、沈阳地铁等 8个城市 17条轨道交通线路的公安

无线通信系统，在地面市场方面，中标河北省公安厅、广东梅州市公安局、潮州市公安局、河源

市公安局、肇庆市公安局等警用数字集群系统项目；海外市场，成功签订泰国粉黄线轻轨合同，

越南河内轻轨项目交付客户试用。 

产品研发方面：进一步完善“宽窄带融合、公专网结合”方案，发布新版本；“融合智能移动

警务关键技术研究与示范应用”项目列为科技部 2018 年国家重点研发项目；自研终端定型量产，

发布新一代室外型基站。 

信息安全业务方面：反诈骗防骚扰业务方面，防骚扰治理系统成功上线；布局移动互联网服

务领域，中标浙江移动增值业务安全管控平台项目；在 NFV 等核心技术上持续投入，成功中标浙

江移动 NFV扩容改造等项目。 

(2) 智能自助设备产业： 

产业转型方面：现金设备进一步突破大行客户，ATM／CRS自助设备入围邮政总局，大额现金

自助设备在中国交通银行总行入围、中国银行总行预入围；农信市场继续保持优势，实现了 19

家省级农信的入围，同时还入围了招商银行、华夏银行等多个商业银行；非现金设备业务不断扩

大市场，智能柜台首次入围邮政总局，同时还入围交通银行、重庆银行等其它 7 家银行，排队机

入围绍兴银行、包商银行，回单机在乐山商行、三峡银行等实现中标并供货；创新智能设备积极

开拓新行业，线下自助贷款机完成了第一代产品开发和落地使用，智能政务自助机在杭州“最多

跑一次”项目中成功入围使用，智能财务一体机在国家电网落地，公安户政自助设备在浙江、云

南两省实现批量使用；软件业务继续探索突破新领域，传统全渠道统一接入平台产品已拓展唐山

银行，乐山商行等新客户，支付产品线已落地重庆银行和重庆农商行无卡支付项目，智能语音客

服成功中标邮储银行。 

服务业务方面：面对智能自助设备市场急剧变化的现状，公司加大设备维保服务业务的开拓



力度，报告期内维保服务总设备量持续提升，保外服务收入有所增长，在总量增加的情况下，注

重客户满意度的提升，推进精细化管理，积极建立以客户满意度为标准的质量管理体系。 

技术研发方面：自主循环模块通过金融标准化技术委员会认证，并通过中国质量认证中心的

CB（Certification Bodies’Scheme）认证，产品在国内市场和国外市场实现批量供货，市场运

行情况良好；自主大额循环模块，通过样机测试验收，产品已小批量上线使用；票据模块完成样

机试制。 

（3）信息通信技术服务与运营产业： 

通信网优业务继续保持与主流设备厂家紧密合作，市场份额稳步提高；工程业务新增江西、

陕西、湖北等地；网络代维业务中标北京电信、上海铁塔项目；设计业务中标中移设计院和中讯

设计院框架项目，并实现中移设计院从设计到网络优化的延伸拓展，业务规模不断增加；专项服

务签订了上海铁塔物业中心、监控中心项目、南昌电信维护外包和室分工程、湖北铁塔的室分工

程、陕西铁塔的室分工程等。 

在新业务拓展方面，为上海进博会提供 ICT 运营服务； IT 云计算业务取得了上海、云南两

个框架份额，业务规模同比增长；中标上海市某工业区大数据云计算中心的系统集成项目；在多

个省级运营商的 ICT 合作伙伴招募中成功入围；软件外包服务能力不断提升，新拓展广西移动网

优大数据平台数据采集业务，并成功入围诺基亚全球软件开发供应商名单。 

（4）其他产业： 

智能制造产业：在做好公司产业生产服务支持工作的基础上积极谋求新发展，EMS 制造加工

业务在保持与现有大客户紧密合作的基础上，继续以物联网模块、汽车电子为主要方向积极拓展

新客户。桐庐分公司投入运营，进一步完善了制造产业基地的布局；中标新华三技术有限公司公

司前端制造服务业务，并实现规模生产。 

科技园区服务：子公司杭州东方通信城有限公司不断夯实租赁板块，调整客户结构，引进优

质客户，园区厂房楼宇保持高出租率。双创工作扎实推进，启迪东信孵化器获评 2018年度浙江省

科技企业孵化器，并相继举办 “杭州国际日”、“启迪东信”创业大赛等活动，形成区域性品牌效

应。 

2 导致暂停上市的原因 

□适用  √不适用  

3 面临终止上市的情况和原因 

□适用  √不适用  

4 公司对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变更原因及影响的分析说明 



√适用□不适用  

序号 会计政策变更的内容和原因 受影响的报表项目名称 

 追溯调整法  

1 根据财政部于 2018 年 6 月发布

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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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及 2018 年 9 月发布的《关于

2018 年度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

式有关问题的解读》的规定，财

政部对一般企业财务报表的格

式进行了修订，从而变更了企业

财务报表的列报项目：合并了 7

组资产负债表项目，分拆了 2 组

利润表项目； 

 

同时规定，公司根据《中华人民

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作为个人

所得税的扣缴义务人收到的扣

缴税款手续费，应作为其他与日

常活动相关的项目在利润表的

“其他收益”项目中填列。 

 

公司根据上述文件及《企业会计

准则第 30 号——财务报表列

报》的相关规定，对本期财务报

表列报项目因此发生变更对应

的可比期间比较数据进行了相

应调整。 

 

资产负债表： 

1、将原“应收票据”和“应收账款”行项目合并为

“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行项目； 

2、将原“应收利息”、“应收股利”和“其他应收款”

行项目合并为“其他应收款”行项目； 

3、将原“固定资产”、“累计折旧”、“固定资产减值

准备”和“固定资产清理”行项目合并为 “固定资

产”行项目； 

4、将原“在建工程”和“工程物资”行项目合并为

“在建工程”行项目；  

5、将原“应付票据”和“应付账款”行项目合并为

“应付票据及应付账款”行项目； 

6、将原“应付利息”、“应付股利”和“其他应付款”

行项目合并为“其他应付款”行项目； 

7、将原“长期应付款”和“专项应付款”行项目合

并为“长期应付款”行项目。 

 

利润表： 

1、将原“管理费用”行项目拆分为“管理费用”和

“研发费用”行项目； 

2、在“财务费用”行项目下列示“利息费用”和“利

息收入”行明细项目，“利息费用”行项目反映企业

为筹集生产经营所需资金等而发生的应予费用化的

利息支出，“利息收入”行项目反映企业银行存款产

生的利息收入，以及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14 号—

—收入》的相关规定确认的利息收入； 

3、将部分原列示为“营业外收入”的个人所得税扣

缴税款手续费，重分类至“其他收益”项目中填列。 

5 公司对重大会计差错更正原因及影响的分析说明 

□适用√不适用  

6 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对财务报表合并范围发生变化的，公司应当作出具体说明。 

√适用□不适用  

截至报告期末，纳入合并财务报表范围的子公司共计 7家，详见本附注（九）1。 

本报告期合并财务报表范围未发生变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