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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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立信会计师事务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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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期内公司无利润分配及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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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T大唐 600198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蒋昆 张瑾 

办公地址 北京市海淀区永嘉北路6号 北京市海淀区永嘉北路6号 

电话 0086-10-58919172 0086-10-58919172 

电子信箱 dt600198@datang.com dt600198@datang.com 

 

2 报告期公司主要业务简介 

2018 年，公司坚持瘦身健体、提质增效，积极推进业务结构优化。在综合研判内外部形势的基础

上，进一步聚焦行业市场，以安全为特色，布局芯片、终端、网络与服务等信息通信产业链关键

环节，提供相关产品和解决方案，为进一步实现公司中长期可持续发展夯实基础。 

在集成电路设计领域，公司的经营模式是通过自主设计研发为客户提供芯片产品。公司业务涵盖

可信识别芯片、汽车电子芯片、融合通信芯片、移动通信芯片等方向。可信识别芯片业务面向公

安、社保、金融、城市管理、交通等行业客户提供二代身份证芯片和模块、社保卡芯片和模块、



金融支付芯片、指纹传感器和指纹算法芯片、读卡器芯片、终端安全芯片等。汽车电子芯片业务

主要从事车灯调节器芯片和电池管理系统芯片的研发和销售。融合通信芯片业务面向无人机市场、

工业控制市场等方向，为行业客户提供终端芯片、通信模组及解决方案。公司集成电路设计业务

的上游是芯片制造和封装测试厂商，下游是智能卡及终端产品制造厂商。 

集成电路产业国产化趋势为国内集成电路厂商带来新的发展机遇。消费类终端芯片市场技术和产

品更迭迅速，竞争激烈。行业类芯片具有较高的门槛，市场格局相对平稳，蕴含较大机遇，公司

在该领域部分细分市场具有一定的竞争优势。 

在终端设计领域，公司主要业务包括行业终端和特种终端。行业终端业务面向公安、城管、铁路、

机场、安监等行业，提供专用终端产品和应用平台。特种终端业务主要提供特种通讯终端产品和

解决方案。 

随着 4G/5G 通讯技术发展以及行业客户对公共安全管理持续重视，行业终端和特种终端市场需求

不断增加，技术门槛不断提升，同时毛利率相对较高，公司在此业务领域有较大的发展空间。 

在网络与服务领域，公司主要业务包括行业信息化、信息安全、电信运营支撑、智慧城市、IT 分

销、网络游戏等。行业信息化业务重点面向交通、教育、水利、能源等领域，提供行业应用软件、

高速公路信息化方案、教育信息化系统集成、城市水务解决方案集成等，并可提供无线接入设备。

信息安全业务面向互联网和 IDC 安全的网络提供检测产品和解决方案。电信运营支撑业务面向电

信运营商市场提供电信运营支撑系统（OSS/BSS），含软件开发和工程实施维护，以及运营商网络

的时频同步系统与设备。智慧城市业务主要面向城市管理、电子政务，提供从咨询设计、软件开

发、系统集成到建设运营的完整解决方案。IT 分销业务为行业客户提供服务器、存储器与其配套

增值服务。游戏业务包括手游产品和页游产品。 

网络与服务领域关联的市场规模巨大，随着移动通信网络基础设施的完善，大数据、云计算等技

术的成熟，行业信息化领域业务升级需求增加，信息安全要素凸显，市场机遇较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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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390,437,516.64 8,728,051,514.48 -15.33 11,993,854,518.71 

营业收入 2,416,499,963.41 4,347,688,462.20 -44.42 7,229,672,814.11 

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净利

润 

579,595,909.10 -2,648,699,683.69   -1,775,623,467.63 

归属于上市公 -1,112,817,218.20 -3,033,138,696.84   -1,873,317,974.33 



司股东的扣除

非经常性损益

的净利润 

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净资

产 

201,050,940.91 -382,241,589.85   2,291,750,823.50 

经营活动产生

的现金流量净

额 

194,257,470.54 -39,763,217.15   738,600,651.94 

基本每股收益

（元／股） 

0.6571 -3.0027   -2.0129 

稀释每股收益

（元／股） 

0.6571 -3.0027   -2.0129 

加权平均净资

产收益率（%

） 

见说明 -277.7686   -55.8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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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64,826,592.24 565,289,977.98 440,757,455.91 845,625,937.2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 
-153,138,926.35 -212,789,885.64 618,248,470.38 327,276,250.7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

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

润 

-210,915,082.44 -228,011,432.75 -336,991,363.41 -336,899,339.60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净额 
-73,607,685.62 298,887,511.62 211,921,857.53 -242,944,212.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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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3,710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末的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68,270 

截止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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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电信科学技术研究

院 

0 151,252,178 17.15 0 无 0 国有

法人 

大唐电信科技产业

控股有限公司 

0 148,118,845 16.79 0 无 0 国有

法人 

中国证券金融股份

有限公司 

12,164,793 12,164,793 1.38 0 无 0 未知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

有限责任公司 

-12,057,500 12,057,500 1.37 0 无 0 未知 

牛桂兰 11,036,500 11,100,000 1.26 0 无 0 未知 

陈勇 -1,924,900 10,249,852 1.16 1,778,594 无 0 境内

自然

人 

嘉实基金－农业银

行－嘉实中证金融

资产管理计划 

0 6,882,150 0.78 0 无 0 未知 

华夏基金－农业银

行－华夏中证金融

资产管理计划 

0 4,318,040 0.49 0 无 0 未知 

尚大建 2,550,600 3,934,400 0.45 0 无 0 未知 

周浩 -6,750,200 3,236,656 0.37 1,993,244 质

押 

1,243,412 境内

自然

人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

明 

1.电信科学技术研究院有限公司持有大唐电信科技产业控

股有限公司 100%的股份，为大唐电信科技产业控股有限公

司的控股股东。2.公司未知其他股东有无关联关系或一致行

动人情况。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

量的说明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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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24.16 亿元，归属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5.80亿元，具体财务指标分



析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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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执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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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七届第三十

三次董事会决

议 

“应收票据”和“应收账款”合并列示为“应收

票据及应收账款”，期末余额 1,379,007,944.82

元，年初余额 1,547,625,055.49 元； 

“应付票据”和“应付账款”合并列示为“应付

票据及应付账款”，期末余额 1,043,159,288.61

元，年初余额 1,244,990,671.06 元； 

调增“其他应收款”期末余额 0.00 元，年初余

额 173,766.32 元； 

调增“其他应付款”期末余额 30,639,465.92 元，

年初余额 29,310,343.70 元； 

调增“固定资产”期末余额 24,776.23 元，年初

余额 0.00 元； 

“在建工程”期末及年初影响金额均为 0.00 元； 

调增“长期应付款”期末余额 63,090,000.00 元，

年初余额 63,09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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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七届第三十

三次董事会决

议 

调减“管理费用”本期金额 145,077,558.86 元，

上期金额 516,117,591.13 元，重分类至“研发费

用”。 

“利息费用”本期金额 255,546,154.00 元，上期

金额 303,831,464.05 元； 

“利息收入”本期金额 7,450,080.88 元，上期金

额 27,933,402.17 元。 

（3）所有者权益变动表中新增“设定受

益计划变动额结转留存收益”项目。比较

数据相应调整。 

第七届第三十

三次董事会决

议 

本期及上期金额影响均为 0.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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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年 12月 31日止，本公司合并财务报表范围内子公司如下： 

子公司名称 

西安大唐电信有限公司 

大唐电信（天津）技术服务有限公司 

大唐终端设备有限公司 

大唐电信（成都）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大唐创新港投资（北京）有限公司 

大唐恩智浦半导体有限公司 

大唐半导体设计有限公司 

大唐微电子技术有限公司 

联芯科技有限公司 

联芯科技（香港）有限公司 

大唐软件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大唐志诚软件技术有限公司 

大唐电信（香港）有限公司 

大唐终端技术有限公司 

盛耀无线通讯科技（北京）有限公司 

江苏安防科技有限公司 

江苏大唐智慧管网技术有限公司 

广州要玩娱乐网络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要玩网络技术有限公司 

香港要玩娱乐网络技术有限公司 

上海要娱网络技术有限公司 

无锡要玩娱乐网络技术有限公司 

上海邀玩网络技术有限公司 

 

本期合并财务报表范围及其变化情况详见本附注“六、合并范围的变更” 和 “七、在其他

主体中的权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