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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194                               证券简称：*ST 凡谷                           公告编号：2019-028 

武汉凡谷电子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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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和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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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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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未来实施分配方案时股权登记日扣除回购专户上已回购股份后的总

股本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0.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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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T 凡谷 股票代码 0021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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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彭娜 李珍 

办公地址 武汉市江夏区藏龙岛科技园九凤街 5 号 武汉市江夏区藏龙岛科技园九凤街 5 号 

电话 027-81388855 027-81388855 

电子信箱 fingu@fingu.com fingu@fingu.com 

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一）主营业务概况 

公司的主要业务是从事射频器件和射频子系统的研发、生产、销售和服务，其主要产品为滤波器、双工器、射频等子系

统，应用于2G、3G、4G、5G等通信网络。 

滤波器为移动通信设备中选择特定频率的射频信号的器件，用来消除干扰杂波，让有用信号尽可能无衰减的通过，对无

用信号尽可能的衰减的器件。双工器由成对的发送滤波器和接收滤波器组成，射频子系统是具有滤波功能和其它特定功能的

独立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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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的主要客户为通信行业下游的移动通信设备集成商，如华为、爱立信、诺基亚等，公司专注于滤波器领域20多年，

在业内处于龙头地位，常年被客户授予“战略供应商”、“核心供应商”、“优选供应商”等称号。 

（二）行业情况 

1、2018年两会政府工作报告进一步强调，要加快建设第五代移动通信（5G），创建“中国制造2025”示范区，2018年

12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强调，现阶段投资需求潜力仍然巨大，要发挥投资关键作用，加大制造业技术改造和设备更新，加快

5G商用步伐。 

2、运营商层面：虽然5G牌照尚未发放，但是三大运营商已经获得了全国范围5G中低频段试验频率使用许可。其中，中

国移动获得了2.6GHz与4.9GHz频段，中国联通与中国电信获得3.5GHz频段。在获得5G商用牌照之前，三大运营商已经可以

与合作伙伴共同组建5G网络。三大运营商作为基站的建设者，目前已经基本确定了第一批5G试点城市，这些城市的5G测试

工作正在有序地展开。三大运营商均预计2019年实现5G的预商用。 

3、设备商层面：2018年2月25日，华为在2018年世界移动通信大会（MWC）上展示了5G商用芯片巴龙Balong5G01。

Balong5G01是全球第一款商用的、基于3GPP标准的5G芯片。2018年4月2日，中兴通讯联合广东移动在广州打通了基于3GPP 

R15标准的5G first call，正式开通端到端5G商用系统规模外场站点，意味着国内第一个5G电话的拨通。 

5G产业链由上游基站升级（含基站射频、基带芯片等）、中游网络建设、下游产品应用及终端产品应用场景构成，包

括器件原材料、基站天线、小微基站、通信网络设备、光纤光缆、光模块、系统集成与服务商、运营商等细分产业链。 

5G产业链中前期的投入成本主要在于基站的建设。根据中国电信统计，我国2008年开始建设3G，2015年开始建设4G，

而到5G阶段据估计将累计投资超过万亿，前期投入量巨大。基站建设包括重建或对原有基站升级改造两种方式，由于基站

数量巨大，使得5G基站相关模块需求量巨大。 

公司所处的射频器件位于通信产业链的上游，交付的产品经过设备集成商的集成后最终安装于移动运营商投资建设的移

动基站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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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95,078,776.07 1,425,343,511.35 -16.16% 1,675,358,343.4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88,809,985.31 -514,433,614.13 136.70% -165,262,878.4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69,903,647.55 -556,643,661.43 87.44% -180,418,881.63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58,125,408.56 -335,756,805.04 117.31% 369,417,687.35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33 -0.91 136.26% -0.30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33 -0.91 136.26% -0.3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1.97% -29.56% 41.53% -8.31% 

 2018 年末 2017 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减 2016 年末 

资产总额 2,094,210,452.37 2,021,567,624.49 3.59% 2,550,531,419.3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1,632,679,390.92 1,483,173,678.83 10.08% 1,997,693,976.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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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1,198,969.81 297,566,396.34 307,799,178.14 348,514,231.7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41,926,478.37 -27,843,737.06 16,887,296.14 241,692,904.6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42,395,034.11 -30,969,623.66 11,841,888.61 -8,380,878.39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40,401,675.96 5,392,048.34 53,525,082.73 39,609,953.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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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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853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

一个月末普通股股

东总数 

29,2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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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孟庆南 境内自然人 28.99% 163,672,000 0   

王丽丽 境内自然人 28.10% 158,672,000 119,004,000   

孟凡博 境内自然人 8.03% 45,340,200 34,005,150   

王凯 境内自然人 2.20% 12,431,801 0   

中国证券金融

股份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0.99% 5,617,045 0   

张武 境内自然人 0.97% 5,450,000 0   

中国建设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

－信达澳银新

能源产业股票

型证券投资基

金 

境内自然人 0.66% 3,728,885 0   

黄勇 境内自然人 0.60% 3,401,500 0   

许燕莉 境内自然人 0.59% 3,321,757 0   

上海富诚海富

通资产－海通

证券－富诚海

富通稳胜共赢

十七号专项资

产管理计划 

境内非国有

法人 
0.39% 2,192,000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

动的说明 

公司实际控制人孟庆南先生、王丽丽女士为夫妻关系。孟凡博先生系孟庆南先生与王丽丽女

士之子；王凯先生系王丽丽女士之弟。王丽丽女士、孟凡博先生通过“上海富诚海富通资产－

海通证券－富诚海富通稳胜共赢十七号专项资产管理计划”持有公司股份 2,192,000 股。公司

未知上述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知是否属于《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规定

的一致行动人。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

说明（如有）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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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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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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之一孟庆南先生于2018年11月3日分别与平潭华业战略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平

潭华业价值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签订了《股份转让协议》，将其持有的公司无限售条件流通股107,287,248股（占公司

现时总股本的19%）转让给上述受让方。本次股份协议转让事宜已于2019年2月14日办理完成过户登记手续，本次权益变动

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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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年是公司扭亏为盈的重要之年，公司依托滤波器全产业链的优势，持续巩固在移动通信设备领域的地位，简化组织

架构，优化资源配置，紧跟5G通信步伐，通过技术研发和客户的协同，保持公司在行业内的领先地位。 

（1）经营业绩情况 

2018年，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内实现营业收入119,507.88万元，同比减少16.16%；营业成本102,566.40万元，同比减少

34.45 %；营业利润19,094.78万元，同比增长139.27%；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18,881.00万元，同比增长136.70%；经

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5,812.54万元，同比增长117.31%。 

报告期末，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内的资产总额209,421.05万元，同比增长3.59%；归属于母公司的所有者权益163,267.94万

元，同比增长10.08%。 

（2）非主营业务扭亏，主营业务毛利率稳步回升 

2018年，公司与武汉市土地整理储备中心东湖新技术开发区分中心签订《国有土地使用权收回补偿协议》，确定相关地

块收回补偿总价为人民币 29,016.57 万元。根据企业会计准则对非流动资产处置的相关准则规定，经年报审计事务所——信

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在合理预计相关后续成本费用后，确认本年度对政府土地收储事项确认资产处置收益24,333.47万元。 

2016-2017年，由于全球电信运营商在4G通信后期放缓了网络建设速度，资本开支下滑，行业内产能相对过剩，对市场

占用率的争夺使得价格竞争日趋激烈，公司出现亏损，全行业也陷入经营困境。从2017年起，公司开始加大经营策略的调整

力度。报告期内，公司通过资源整合、优化产品结构、降本增效，使得公司的毛利率从2017年的-9.78%提升至2018年的14.18%，

同比提升了23.96个百分点，公司经营逐步回到正常状态，但仍有很大的改善空间。 

（3）以5G商用为契机，加快陶瓷介质滤波器开发进度，迎接5G到来 

根据国家工信部披露的5G商用进程时间表，2019年将是国内5G试验组网阶段，2020年初步实现5G商用阶段。在多数地

方两会政府工作报告中均提出了要加快5G商用步伐。报告期内，公司以5G商用步伐为契机，提前规划未来5G的产能需求，

通过加大5G产品研发投入，加快新产品开发进程，与客户协同来保持公司在行业内的领先地位，努力抓住5G这一重大商业

机会。 

（4）立足主业，加快新业务布局 

介质陶瓷：3/4G时期，金属滤波器凭借成熟的技术以及良好的性能成为主流技术方案，未来5G基站对器件的小型化及

轻量化越来越重视，陶瓷介质滤波器在满足性能的前提条件下，凭借轻量化、抗温漂性能好以及小型化优势成为主设备商主

要选择方案之一。公司下属凡谷陶瓷公司已完成了全产业链的技术储备，2018年该业务取得了阶段性进展，为5G的商用化

孟庆南 

武汉凡谷电子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28.99% 28.10% 

王丽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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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了充分的准备。 

毫米波雷达：在电路设计、供应链资源整合以及生产、测试仪表资源等优势基础上，开发全系列的毫米波雷达模块产品

和系统应用产品，建立从雷达模块、算法、系统应用开发的完整研发体系。在充分调研客户需求基础上，建立完善的以需求

为导向的市场营销体系，实现毫米波雷达市场的占有率提升和盈利目标，2018年已与多家知名汽车主机厂建立业务关系，业

务取得阶段性进展。 

自动化：为应对人口红利尾声的挑战，公司高度重视提升制造环节的自动化水平，下属凡谷自动化公司将持续为主营业

务提供一站式的自动化解决服务方案，以支持主业提升生产效率、降低成本。 

其它：公司依托自身在射频通信领域20多年的深厚积淀对其他的应用领域进行探索和储备，基于核心研发和产业链整合

能力，计划在未来几年中布局，形成新的业务增长点。 

2、引入战略投资者，改善公司治理水平，进一步提升公司管理能力 

报告期内，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之一孟庆南先生分别与平潭华业战略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平潭华业价值

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签订了《股份转让协议》，将其持有的公司无限售条件流通股107,287,248股（占公司现时总股本

的19%）转让给上述受让方。上述受让方的执行事务合伙人均为深圳市恒信华业股权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其在产业投资、

管理资源整合等方面具有丰富的经验。本次股权转让引入战略投资者，有利于优化公司的股东结构，提高公司治理水平，提

升公司管理能力，加快实施公司的发展战略，促进公司的长期稳定发展。 

协议签署后，各方股东与管理层经过深入沟通，确定了公司新的业务发展思路： 

（1）树立扩张意识，电子信息行业瞬息万变，只有追求持续进步和增长，才能保持组织的活力和战斗力。围绕行业趋

势求发展，现阶段，在巩固4G竞争优势的同时，必须抓住5G带来的战略机遇。 

（2）推动公司增长方式的转变，从被动接受客户订单，以资本开支和劳动力投入拉动增长的低效率模式，逐步向市场

驱动（主动发现客户需求）和技术驱动（关键资源投入）转型，建立以管理人才、技术人才拉动增长的高质量模式。持续加

大研发投入，狠抓技术突破，加深加宽技术壁垒。 

（3）强化客户意识，通过为客户创造价值，来实现自身的价值。建设以客户为中心的市场组织，强化端到端的快速满

足客户需求的产品线，构建敏捷的供应链和高质量的交付体系，努力追上关键客户不断提升的需求。 

（4）以人力资源管理和财经管理为核心，以信息化管理系统建设为抓手，打造公司的运营平台，为业务增长提供高效

支撑。既抓短期的绩效结果，又对长期、战略性目标进行持续投入，做好短期财务回报和中长期组织能力建设之间的平衡。 

（5）在业务扩张为主导的同时，强化公司计划、预算、核算体系和内控体系建设，确定规则、管住流程，从而支持一

线的创新和快速决策。 

（6）经营成果为全体员工、股东共同分享，以合理的价值分配拉动进一步的价值创造。持续关注人均产出和利润指标，

员工的收入与公司的规模增长和内生的效率提升挂钩，激发员工的主观能动性。建设以股权激励为核心的长效分配机制，拉

动关键干部的培养、选拔和引进，夯实组织活力的基石。随着公司经营业绩的改善，要加大分红力度，逐步建立稳定的利润

分配政策，回报投资者对公司发展的支持，树立公司在资本市场的良好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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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双工器 815,763,269.99 102,938,246.57 12.62% -6.38% 171.20% 29.21% 

滤波器 168,016,494.21 25,998,868.24 15.47% -41.61% 161.32% 30.21% 

射频子系统 131,722,865.81 11,966,649.64 9.08% -6.08% 183.32% 19.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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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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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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报告期内，受市场需求减少影响，公司营业总收入下降了16.16%。与此同时，公司积极采取了调整产品销售结构以

及增加出口等措施（本期及上期外销收入占比分别为38.70%、25.97%），本期毛利率相对较高的产品的营业收入占比有所

提升。 

2、报告期内，公司金属材料、机械及电子元器件等采购单价同比小幅下降。 

3、报告期内，为实现扭亏为盈目标，公司持续进行了业务精简、组织机构合并、强化预算及成本控制等措施，公司各

项费用支出较上年同期有较大幅度下降； 

4、报告期内，公司各部门持续推进人员结构优化，并通过完善绩效考核机制来提升人员效率，公司在职员工人数及人

力成本与上期相比均有较大幅度下降，年度降本增效措施取得了较好的效果； 

5、为盘活现有资产，改善公司财务状况，报告期内，由武汉市土地整理储备中心以补偿方式收回了公司持有的位于东

湖开发区武黄公路42号的 2 宗国有土地使用权及地面上的建筑物、附着物等资产。经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

伙）审核，本次交易收回的补偿金额在扣除土地及地上附着物和相关税费等价值后增加公司净收益约 2.43 亿元。 

受上述因素综合影响，报告期内，公司主营产品毛利率逐步回升，经营性亏损大幅收窄，整体经营业绩大幅改善。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总收入为119,507.88万元，相比上期142,534.35万元下降了16.16%；营业利润为19,094.78万元，

相比上期-48,622.04万元上升了139.27%；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18,881.00万元，相比上期-51,443.36万元上升了

136.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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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部关于了修订印发2018年度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通知》（财会[2018]15号），

执行了企业会计准则的企业应按照企业会计准则和该通知要求编制2018年度及以后期间的财务报表，本集团执行了财会

[2018]15号的主要影响如下： 

单位：元 

会计政策变更内容和原因 受影响的报表项目名称 2018年度受影响的报表

项目金额 

2017年度重述金额 

1、应收票据和应收账款合并列示 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 409,695,397.59 325,821,503.42 

2、应收利息、应收股利并入其他应收款项目列示 其他应收款 149,629,208.38 3,477,508.66 

3、固定资产清理并入固定资产列示 固定资产 340,355,780.34 426,360,433.50 

4、工程物资并入在建工程列示 在建工程  16,981.13 

5、应付票据和应付账款合并列示 应付票据及应付账款 320,907,658.32 373,735,523.33 

6、应付利息、应付股利并入其他应付款项目列示 其他应付款 17,884,056.33 9,366,978.94 

7、专项应付款计入长期应付款列示 长期应付款   

8、管理费用列报调整 管理费用 74,872,319.20 105,897,235.35 

9、研发费用单独列示 研发费用 64,856,573.62 123,770,350.74 

除上述事项外，本集团本年度未发生其他重要会计政策和会计估计变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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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期内，公司新设了4家全资子公司，即武汉载瑞科技有限公司、武汉市舒苑技术有限公司、武汉悦田科技有限公司、武

汉纪诚电子有限公司，导致本年合并财务报表范围比上期增加4家（截止2018年12月31日，除载瑞科技外，其他3家子公司注

册资金尚未拨付）。 

（4）对 2019 年 1-3 月经营业绩的预计 

□ 适用 √ 不适用  

武汉凡谷电子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   孟凡博 

 二〇一九年四月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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