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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465                              证券简称：海格通信                           公告编号：2019-011 

广州海格通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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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06,943,384 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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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格通信 股票代码 0024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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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舒剑刚 王耿华 

办公地址 广州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科学城海云路 88号 广州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科学城海云路 88 号 

电话 020-82085571 020-82085571 

电子信箱 hgzqb@haige.com hgzqb@haige.com 

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报告期内，公司紧紧围绕《“十三五”发展战略与规划》，坚持“高端高科技制造业、高端现代服务业”和“军民融合”的战

略定位，坚持“产业+资本”双轮驱动，创新发展，聚焦“无线通信、北斗导航、航空航天、软件与信息服务”四大业务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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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断构筑持续竞争优势，紧抓军改逐步落地机遇，抢占新一轮市场先机，实现业绩向上恢复性增长。 

无线通信领域：在结合用户需求进行现有产品提升改进抢占市场份额的同时，面向新一代陆、海、空一体化网络建设，

重点跟进军用无线通信的宽频段、多模式、软无化、小型化、智能化、网络融合的发展趋势，发挥公司无线通信产品“用户

覆盖广、频段覆盖宽、产品系列全”的优势，积极开展新一代产品布局与开发。 

北斗导航领域：按“巩固军用、拓展民用、走向海外”的发展策略，进一步巩固“芯片、模块、天线、终端、系统、运营”

的全产业链布局竞争优势，重点开展北斗三代产品研发和技术突破。鉴于军用芯片国产化的发展趋势和北斗系统2020年覆盖

全球的国家战略，公司加大北斗三代芯片的研制投入，取得阶段性进展。在巩固军用行业优势地位的同时，主推位置服务、

智慧城市、智能交通三大民用方向，寻求新突破。 

航空航天领域：进一步构筑军用模拟仿真业务（VR）的优势地位，结合民航飞行模拟器国产化替代和通用航空逐步开

放的契机，积极布局民用领域；打造海格通信在民用航空通信导航监视领域的优势地位与品牌形象，致力于成为主流供应商；

发展飞机零部件制造业务，拓展军民机配套市场。 

软件与信息服务领域：在继续保持国内领先的技术能力和企业运营水平的基础上，进一步扩大通信服务业务的全国布

局和拓展延伸，布局5G等业务领域，并寻求进入军民融合市场。以“粤港澳大湾区”发展为契机，巩固在海关/口岸信息化建

设领域的竞争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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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69,795,917.46 3,352,070,732.40 21.41% 4,118,734,127.4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430,196,411.04 293,284,230.53 46.68% 530,150,673.2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222,124,362.85 137,166,583.92 61.94% 379,369,896.51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629,007,539.57 175,925,387.02 257.54% -329,124,195.25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9 0.13 46.15% 0.25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9 0.13 46.15% 0.25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5.20% 3.89% 1.31% 8.08% 

 2018 年末 2017 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减 2016 年末 

资产总额 11,522,461,753.02 11,834,565,200.65 -2.64% 10,910,142,912.2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8,424,679,785.08 8,147,588,788.15 3.40% 6,680,563,114.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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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62,493,576.38 1,064,380,165.33 740,213,107.15 1,502,709,068.6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26,696,333.84 160,623,275.11 68,458,454.17 174,418,347.9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2,795,971.28 90,305,042.58 21,470,023.51 113,145,268.04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85,021,663.29 68,435,612.19 -9,998,363.07 755,591,953.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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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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5,103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

一个月末普通股股

东总数 

119,2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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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州无线电集团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25.24% 582,276,196 28,940,868   

杨海洲 境内自然人 2.73% 63,006,656 47,254,992 质押 52,604,000 

汇添富基金－广发证券－广州

海格通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其他 2.58% 59,555,782    

新华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分红－个人分红-018L-FH002 深 
其他 2.25% 51,855,795    

古苑钦 境内自然人 2.08% 48,024,508 45,424,508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富国中证军工指数分级证券投

资基金 

其他 1.66% 38,329,933    

张志强 境内自然人 1.12% 25,898,154    

庄景东 境内自然人 1.12% 25,743,429 14,333,977   

中国证券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0.94% 21,658,618    

赵友永 境内自然人 0.85% 19,628,302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

的说明 

（1）公司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中：杨海洲先生为公司控股股东广州无线电集团党委书记、

董事长，存在关联关系； 

（2）公司章程约定：本公司股东中，设立时任广州无线电集团董事的自然人股东，通过

本章程的约定，在股东大会决议事项上与广州无线电集团保持一致行动，系广州无线电集

团的一致行动人。该等自然人股东职务的变化，不改变其与广州无线电集团一致行动的约

定。据此，公司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中，杨海洲先生、赵友永先生为公司第一大股东广州

无线电集团的一致行动人。除此情况外，公司未知其余上述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

者属于一致行动人。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

明（如有）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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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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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期内，海格通信经营管理团队带领全体海格人全面参与市场竞争，锐意变革、战略聚焦、狠抓管理风气建设、氛围

营造，深抓量化管理，投入产出效率、资源集约，保持高比例的科研投入，坚持走自主创新之路，紧抓军改逐步落地机遇，

多措并举抢占市场，业绩实现较大幅度恢复性增长。 

（一）主营业务方面 

报告期内，实现营业收入406,979.59万元，同比增长21.41%，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43,019.64万元，同比增长

46.68%，实现新签合同480,334万元，同比增长16.26%，其中军品新签合同215,194万元，同比增长51.26%，军品业绩大幅上

扬，将增厚公司后期的利润。 

1、无线通信领域：积极巩固短波、超短波、二代卫星通信的存量业务，拓展综合终端（含自组网技术）、数字集群、

天通大S卫星终端、卫星宽带移动通信产品的增量以及空军、武警、战支等增量市场。公司在市场拓展与研发竞标中“多点开

花”，在市场方面：一是某军统型项目中小功率短波电台取得订货资格，短波电台实现在新军兵种的良好开局，取得在海警

市场的重大突破。二是卫星通信主导产品中标新的军兵种，既较好地打开新的军兵种市场，也保持了已定型卫星产品的市场

份额和主流供应商地位。三是天通卫星4款终端均获得机构用户订货，公司成为国内唯一一家获得4型设备订货的单位，民用

天通终端取得在应急管理市场的突破。四是以第一名的成绩中标某军基地集群通信系统建设项目，对公司军用集群推广有着

积极意义。五是获得无锡硕放机场无人机服务合同，取得在无人机防控业务新突破；新拓展某军某基地用户，成功竞标复杂

电磁环境建设项目。在研发方面：直接影响公司未来持续发展及订货份额的多个研发重点项目取得突破：一是新一代某型机

载短波通信设备通过整机部级方案评审，后续将列装部队。二是超短波新研三型设备全部竞标入围，正式取得设备研制资格，

为后续持续订货奠定坚实基础；三是3款卫星研改设备全部竞标入围，巩固并加强在某军卫通市场的地位和市场份额；四是

某军新一代项目最高分通过外场测试，竞标入围，未来市场规模大。五是某军综合终端演示验证及型号研制项目完成样机交

付及系统联试，后续将签订科研合同，市场空间较大。六是新拓展领域轻型无人车项目以较好成绩完成“跨越险阻2018”地面

无人车挑战赛，实现了在无人领域的突破。 

2、北斗导航领域：实施“1+2”布局，“1”指高精度为核心的关键技术及高精度位置服务平台，“2”指拓展军、民两大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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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域。一是在军用北斗方面，巩固行业地位，争取更大份额，重点突破北斗三代核心技术，掌握技术体制，研制芯片，确保

市场竞争优势。某型机载北斗高精度设备首飞成功，取得领先优势；北斗三代高精度射频、基带芯片完成流片，初步测试良

好；二是民用北斗方面，抓住窗口期，主推位置服务、智慧城市、智能交通三大方向，寻求新突破。北斗高精度服务平台快

速推进，星舆科技项目进展顺利，成功获得第一轮融资，融资金额8,666.66万元，完成国内主要核心省、市室外高精度定位

网络的覆盖，完成珠三角核心城市的高精度地图，与中国铁塔等达成合作，目前正进行运营推广，预计2019年完成全国布网，

市场前景十分广阔；中标珠三角卫星导航应用示范系统工程南沙新区北斗城市应用示范项目，推广北斗在共享单车监管、智

慧养老、平安校园、港口位置服务等领域示范应用，未来有望形成可复制模式，向粤港澳大湾区乃至全国推广；国家发改委

北斗园项目获得国家专项共计近9000万资金支持，凸显了公司北斗业务竞争力与行业领先地位，目前正在黄埔区打造构建北

斗民用领域示范应用与产业核心优势的项目。 

3、航空航天领域：模拟仿真方面，瞄准军用训练模拟器（高等级飞行模拟器、直升机模拟器、陆军模拟器）市场份额

拓展。在民航电子方面，结合民航飞行模拟器国产化替代和通用航空逐步开放的契机，积极布局民用领域。中标武汉终端管

制中心工程甚高频通信系统设备采购项目，签订首个超千万元的甚高频通信系统设备采购合同；在西北地区取得重大突破，

先后中标西北地区银川进近管制区扇区扩容工程甚高频系统扩容采购项目和兰州管制区设施设备更新扩容工程甚高频设备

扩容采购项目。在飞机零部件制造方面，持续开拓军民机配套市场，拓展取得郑飞集团、沈飞民机、中国商飞研究院等合格

供应商资格，获取长线转包市场三年意向合同，交付能力和品质获得波音、空客国际飞机厂商认可。 

4、软件与信息服务领域：持续保持良好的发展势头，通信服务领域新签合同超20亿元，订单创历史新高。获得无线电

设备型号核准检测资质和信息安全风险评估服务（ISCCC）资格，成功进入型号核准测试服务领域，扩大民用软件评测业务

范围。开拓了南沙口岸办、广州港集团、白云机场集团等新客户，顺利进入航空货站信息化市场。 

（二）资本运作方面 

聚焦主业，强化资本运作，持续开展资源整合和优化资产配置，逐步剥离与主业相关性不高的业务，进一步构筑核心能

力，助力主业发展。 

1、长沙海格增资扩股，引入战略投资者，优化股权结构，抢占北斗三号核心技术高地；完成两轮股权融资，引入战略

投资者湖南高新创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和广州广电研究院有限公司，合计融资金额21,000万元，有力支撑北斗三号高精度导

航芯片投入的科研资金需求。 

2、海格怡创合资组建广东星舆科技有限公司，布局建设北斗高精度位置服务平台，并在短时间内成功获得第一轮融资，

融资金额8,666.66万元。本轮融资主要用于建设和运营室内外一体化的高精度定位网络和高精度地图，打造北斗高精度位置

服务平台。 

3、转让控股子公司通导信息持有的康来士51%股权，转让价3,050.76万元，三年投资收益近5倍。 

4、全资子公司福康泉100%股权以1.06亿元成功转让；公开挂牌转让控股子公司爱尔达51%的股权，完成股权转让协议

签署。一方面优化资产配置，聚焦于核心业务；另一方面通过回笼资金，增强资产的流动性，降低财务费用，进一步提高公

司整体效益。 

5、吸收合并全资子公司寰坤通信，进一步优化管理架构，减少管理层级与环节，提高管理效率，降低运营成本。 

（三）软实力建设 

公司积极推进“科技+文化”战略，扎实塑造海格知名品牌。 

1、持续加强品牌建设，系统策划公司系列拳头产品营销，筹划参加了“首届数字中国建设峰会”、“首届中国自主品牌博

览会”和“第九届中国卫星导航学术年会”等多场国家级展会和会议，引起政府、媒体、投资机构的强烈关注，品牌形象得到

了进一步社会认可。 

2、参展第十二届中国国际航空航天博览会（珠海航展），公司携全地形无人车、无人机侦测防御系统、首个“中国芯”

卫星手机、智能驾驶北斗高精度应用平台等覆盖通信、导航、航空、信息技术的高精尖产品亮相，备受政府及媒体各界关注。 

3、首次参加“2018年中国品牌价值评价”，品牌价值获得社会认可。海格通信以56.73亿元的品牌价值进入中国电子信息

领域前十名，品牌强度以913分高居行业前三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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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参加由每日经济新闻主办的“2018第八届中国上市公司口碑榜”评选，荣获“高端制造产业最具成长上市公司”奖项。 

5、继续获得中央军委装备发展部颁发的“装备承制单位资格证书”，承制装备类别增加3类卫星资质。通过民品质量管理

体系再认证二阶段现场审核，并实现了在移动通信终端、移动电话机等体系认证范围的拓项。首次建立了适应海格战略发展

与规划的知识产权管理体系，顺利通过知识产权贯标。 

6、连续15年入选工业和信息化部“中国软件业务收入前百家企业”。 

7、连续三届入选由中国电子信息行业联合会发布的“中国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综合竞争力百强企业”称号。 

     8、完成信息系统集成及服务资质（二级）年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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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线通信 1,701,500,339.72 849,352,398.37 49.92% 38.93% 45.90% 2.38% 

北斗导航 315,202,853.64 194,597,280.41 61.74% 19.15% 6.56% -7.29% 

航空航天 170,011,763.50 99,145,751.68 58.32% -30.79% -22.03% 6.56% 

软件与信息服务 1,866,263,509.82 380,842,408.17 20.41% 16.68% -14.17% -7.33% 

其他业务 16,817,450.78 6,423,637.54 38.20% -4.93% 24.78% 9.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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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重要会计政策变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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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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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计政策变更的内容和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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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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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99,007,270.76元，上期金额2,648,216,768.27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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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84,570,569.74元，上期金额1,050,388,939.24元； 

“应收利息”、“应收股利”和“其他应收款”合并列示为“其他应收

款”，本期金额82,838,205.26元，上期金额103,864,373.47元； 

“应付利息”、“应付股利”和“其他应付款”本期金额65,502,737.28

元，上期金额77,386,310.5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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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调减“管理费用”本期金额644,003,492.71元，上期金额

633,892,771.77元，重分类至“研发费用”。 

2、重要会计估计变更 

本期无重要会计估计变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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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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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处置子公司：本期出售广州福康泉药业有限公司100%股权、深圳康来士测试技术有限公司51%股权； 

吸收合并子公司：本期吸收合并广州寰坤通信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深圳市嵘兴通信技术有限公司、深圳市嵘兴无线电技术有

限公司； 

注销子公司：本期注销山东嵘兴通信技术有限公司； 

其他原因的合并范围变动：广州海华交通科技有限公司对方表决权比例上升导致丧失控制权；长沙海格北斗信息技术有限公

司投资者增资导致持股比例下降丧失控制权； 

（4）对 2019 年 1-3 月经营业绩的预计 

□ 适用 √ 不适用  

 

 

 

 

                                                    广州海格通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杨海洲 

                                                           2019 年 4 月 1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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