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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829                           证券简称：星网宇达                           公告编号：2019-048 

北京星网宇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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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计划不派发现金红利，不送红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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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星网宇达 股票代码 0028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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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吴萍 黄婧超 

办公地址 
北京市亦庄经济技术开发区科谷二街 6 号

院 1 号楼 

北京市亦庄经济技术开发区科谷二街 6 号

院 1 号楼 

电话 010 - 87838888 010 - 87838888 

电子信箱 wuping@starneto.com hjc@starneto.com 

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公司始终专注于惯性技术开发及产业化应用，主要开展惯性组合导航、惯性测量、惯性稳控、海工装备等产品的研发、

生产及销售，并为航空、航天、航海、电子、石油、测绘、交通及通信等多个领域用户提供测量、通信、控制等服务。 

针对军民市场两种客户的不同需求，公司形成了“定制化+产业化”相结合的经营模式。通过定制化，满足军用及专业用户

的特殊需求，使公司的技术水平保持行业领先；通过产业化，发掘能够形成批量化的共性需求，使公司的业务规模得到有效

提升。 

经过多年的发展，公司形成了以惯性技术为核心，行业应用为驱动的 “1+N”发展模式，构建了涵盖导航、测量、稳控的

业务及产品体系，完成了从惯性器件、部件到系统的全产业链.自主研发能力建设，形成了研发、应用协同发展的良好局面.。

结合智能产业的高速发展，公司准确把握了发展机遇.，提出“以惯性技术引领智能行业”的发展战略。并将公司的业务进行

了梳理，围绕智能产业形成了信息感知、数据通信、无人平台三大板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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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期内，公司通过对 “导航、测量、稳控和海工装备”产品的持续升级，提升了市场竞争力，保持了公司现有业务的

稳定。如此同时，公司也深刻认识到存在的危机，开始在智慧海洋、智能安防和无人作战等方向上布局，期望通过平台建设

和行业牵引带动公司持续发展。 

 (一)主要业务介绍 

1、导航产品 

公司的导航产品主要包括惯性导航和组合导航系统。惯性导航包括惯性仪表和惯性系统。其中惯性仪表主要包括陀螺仪

和加速度计。上市前公司惯性系统的核心部件主要依靠外购，由于客户定制化要求，很多外购产品不能满足系统的需要，这

严重制约了公司在惯性技术上的发展。近两年公司加大了上游惯性仪表的投入，突破了多项关键技术，解决了产业瓶颈。公

司已经自主研发了系列化陀螺仪和加速度计，并已建成规模化产线，不仅保障了公司自身开发产品的需要，也成为导航产品

新的利润增长点。目前公司的组合导航产品主要包括北斗/光纤组合导航产品、北斗/MEMS组合导航产品产品。该类产品将

北斗导航、惯性导航融为一体，优势互补，解决了单独卫星导航信号易受干扰和纯惯性导航误差累积等问题，产品具有较高

的性价比，可广泛应用于军民两大领域，包括航空、航天、船舶、车辆、交通、石油、地质监测等多个领域。 

报告期内，公司完成了高精度光纤惯导系统，参加了多个型号的招标比测， 2018年底获得了订货意向，预计2019年将签

定总价超过3000万元的合同；报告期内，公司完成了高抗冲击振动型加速度计产线的建设和试生产工作，产品在高冲击、高

振动领域的应用具有明显优势，产品得到了市场的高度关注，目前已经与多个重点型号进行配套测试，其中某型战机应用的

型号项目将在2019年完成定型并实现小批量交付；在民用惯导领域，公司继续瞄准无人驾驶领域，为众多无人驾驶企业提供

定位测姿解决方案，2018年，公司在该领域得到了快速发展，成为百度“阿波罗”无人驾驶生态的重要成员，并实现批量供货；

此外，公司为国内超过十余家涉及无人驾驶领域的单位提供惯性测姿解决方案，在该应用领域具有较大的市场占有率。 

报告期内，公司完成了轨检小车的技术迭代，并获得了首个批量订单；完成了便携式北斗航标检测仪、北斗船舶助航仪、

甚高频VHF语音系统等产品的研发，完成了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项目“微型风速风向传感器”的研制开发；东盟基金“一带一路”

首个项目--澜湄项目；并成功将六合一气象站用于中国海军装备。 

2019年，公司在导航业务方面，将更注重从设备提供商向整体解决方案提供商的角度转变：深入挖掘无人驾驶、遥感遥

测、智能机械等相关行业的需求；深入重点行业下游，研发基于惯性技术的系统级解决方案；发掘并跟进行业应用需求，提

供惯性技术完整的解决方案。 

2、测量产品 

公司的测量产品主要包括：北斗高精度测量产品、北斗智能驾考系统和倾斜测量系统，其中北斗智能驾考系统是公司在

国内首家研制成功，并产业化应用的产品，在行业内具有较高的知名度和市场占有率，产品主要应用于驾驶人场地内道路考

试。倾斜测量系统通过惯性技术感知被测物体的姿态，主要应用于地质危害监测、建筑形变监测、通信塔杆倾斜监测、定向

井监测等。北斗高精度测量产品可以实现运载体位置的厘米级测量，与惯性导航系统配合，可广泛应用于高精度地图测绘、

精准农业，测绘型无人机等产品。  

报告期内，测量终端方面，公司完成了ETS、考易考产品的技术迭代；配合客户完成了产品技术升级改造。测量系统方

面，完成了“考试场复核系统”和井盖智能监测系统。“考试场复核系统”可用于科目二、科目三的场地复核和科目二、科目三

的场地模型复核。井盖智能监测系统由一套智能的井盖监测终端和云端管理中心构成，可实时监测每个井盖的沉降、开启和

健康状态，并可汇总分析相关数据形成健康报告。 

2019年，公司测量业务方面，将着重进行三项关键技术的深化研究：1、视觉行为分析，基于摄像头视觉技术来感知驾

驶人的驾驶行为，用于解决目前科目三中自动评判还没有解决的评判点。2、车道线识别,基于摄像头视觉技术来感知车轮是

否压线行驶，用于优化目前科目三评判中的感知方式。3、优化通信方式,基于物联网的传输方式来替代目前现有的无线数传

方式，优化科目三的通信方式。拟开发两个新产品：1、道路交通信号辅助设备,可将目前道路上的交通标识、信号灯等以数

据的形式播发到过往的无人车上。2、智慧物流管理平台,可实现在线监控无人车监控、车路协同交通信号监控、视频监控；

基础信息管理，如无人车信息管理、车路协同交通信号信息管理、货物信息管理、货柜信息管理；无人车远程控制；配置无

人车行驶路径；实现无人车行驶轨迹回放；并可对货物配送情况进行统计分析。 

3、稳控产品 

公司的稳控产品主要包括：天线稳控产品和光电稳控产品，天线稳控产品主要为卫星动中通天线，应用于应急反恐、抢

险救灾、海上通信、军事指挥等领域；光电稳控产品包括船用、车用光电探测稳瞄系统及机载吊舱，在海洋执法、移动监控、

瞄准指向、无人机测绘等领域具有广泛应用。 

报告期内，公司稳控产品在军民两个领域均得到了良好应用。卫星动中通天线业务方面，顺利完成了2018年度的海军训

练保障工作，得到了海军各级首长的高度评价和表彰。完成了某型双频段动中通天线的样机研制及鉴定工作，预计未来三年

持续有批产订单支撑。同时，有序开展了多个型号的研制工作。红外探测方面，重点开展了提升图像质量的研究，如去竖条

算法、时域滤波算法、频域滤波增强算法等；完善了软件在行业内的应用开发。雷达探测方面，完成了1公里、3公里反无人

机侦测系统，1.5公里、2公里、8公里地面安防系统和5公里近海防务产品的研发。无人机方面，完成了3款产品的定型，2款

小批转产。 

2019年，公司在稳控业务方面，将持续推进车载动中通、船载动中通等产品的研发工作，并完成低轨卫星跟踪系统等产

品的设计定型；加大力度推广红外整机市场的研发投入；全面推进无人机业务，积极参加集采投标工作；完成5公里安防雷

达的迭代升级；完成船载光电、车载光电、岸基光电、反无光电、伺服转台的研发。 

4、海工装备 

公司的海工装备产品主要包括：舰/船显控平台、信息化处理设备/模块、加固计算机及外设、保障设备等。主要应用于

船舶、航空、航天、兵器、电子等领域。 

报告期内，公司完成综合平台管理系统标准化硬件（二期）“A3型通用控制台”等五型整机和“通用状态显示与控制模块”

等的样机鉴定审查，并被纳入军方相关产品名录；完成了多功能标准显控台C系列样机试验前准备状态检查，正在依照经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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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的“鉴定试验大纲”有序开展电磁兼容性试验等工作；完成了轻静型显控台和低噪小型电子机柜的样机试制，正在跟随总体

单位进行鉴定试验。 

同时，公司在装备国产化、技术自主可控等方面加快了实施步伐，多款产品的国产化设计工作正在进行中。 

（二）行业状况。 

公司目前的导航、测量、控制业务，根据《上市公司行业分类指引》（2012年修订），发行人所处的惯性技术应用行业

归属于“C39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按照产业划分，公司现有导航、测量、稳控和海工装备业务涉及先进制

造及航空航天产业，均属于国家鼓励发展的高技术产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 

公司主要业务，按行业分类，同样归属于“C39 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按照产业划分，涉及先进制造产

业、电子信息产业及航空航天产业，也属于国家鼓励发展的高技术产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其中，无人车属于“特殊作业机

器人制造”，行业代码“3492”，符合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2013年本）》（国家发展改革委令第

21号）中的鼓励类“三十九、公共安全与应急产品45.具有灭火、侦查、排烟、救助等功能的消防机器人”。 

公司导航、稳控、海工装备等产品适用于国防军工，部分产品已列入采购名录。公司具有军工“四证”，具备从事上述军

品科研、生产、服务的全部资质，公司归属于军工行业。目前，军民融合已上升为国家战略，这为公司进入军工市场提供了

更大的空间。 

就产业政策及产业前景而言，公司所处行业属于国家大力支持和鼓励发展的行业，目前行业总体正处于成长阶段，发展

前景广阔。伴随军民融合和智能产业的蓬勃发展，公司未来业务拥有充足的发展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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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2,320,357.43 409,570,543.07 -1.77% 277,407,573.9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8,513,070.63 62,743,467.94 -70.49% 73,326,114.7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2,947,904.54 46,352,500.60 -93.64% 69,746,719.59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50,854,382.65 -55,369,295.51 8.15% 79,401,218.67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2 0.41 -70.73% 0.64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2 0.40 -70.00% 0.64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2.26% 8.42% -6.16% 20.34% 

 2018 年末 2017 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减 2016 年末 

资产总额 1,638,875,647.09 1,664,518,343.29 -1.54% 876,890,747.7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852,224,276.48 780,921,979.35 9.13% 705,933,787.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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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0,007,843.72 94,862,687.71 102,086,579.74 125,363,246.2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3,745,974.70 7,970,760.87 8,202,406.50 -1,406,071.4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1,048,800.67 6,892,298.90 5,021,439.47 -10,014,634.50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44,035,399.32 -15,660,685.65 -10,905,883.02 19,747,585.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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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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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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465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

一个月末普通股股

东总数 

13,4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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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迟家升 境内自然人 27.45% 44,069,140 43,491,140 质押 7,783,000 

李国盛 境内自然人 25.46% 40,877,204 40,717,379 质押 24,991,000 

天津雷石天翼

股权投资合伙

企业（有限合

伙） 

境内非国有

法人 
4.17% 6,694,908 0   

徐烨烽 境内自然人 4.11% 6,605,536 5,305,536 质押 4,455,500 

杭州鏖鼎投资

合伙企业（有限

合伙） 

境内非国有

法人 
2.93% 4,704,846 0   

过佳博 境内自然人 2.00% 3,203,600 0   

王连永 境内自然人 1.01% 1,624,900 0   

刘玉双 境内自然人 1.00% 1,600,000 1,600,000 质押 788,900 

李江城 境内自然人 0.94% 1,505,736 1,505,536 质押 515,000 

黄娟 境内自然人 0.56% 895,100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

动的说明 

股东迟家升、李国盛为一致行动人。股东过佳博和股东杭州鏖鼎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为一致行动人。公司未知上述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知上述股东是否存在一

致行动关系。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

说明（如有） 

公司股东黄娟除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 1400 股外，还通过投资者信用证券账户持有 893700

股，合计持有 895100 股股份。 公司股东卢立科除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 311592 股外，还通

过投资者信用证券账户持有 149200 股，合计持有 460792 股股份。公司股东毛毅除通过普通

证券账户持有 343100 股外，还通过投资者信用证券账户持有 4400 股，合计持有 347500 股股

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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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公司债券基本信息 

债券名称 债券简称 债券代码 到期日 债券余额（万元） 利率 

（2）公司债券最新跟踪评级及评级变化情况 

（3）截至报告期末公司近 2 年的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单位：万元 

项目 2018 年 2017 年 同期变动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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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整体经营情况 

     2018年是公司业务竞争力升级的关键之年，是公司新兴业务全面深入发展之年，也是公司全面深化“军民融合”、“智能

无人系统”等核心战略的关键之年。 

    2018年公司 “导航、测量、稳控”产品受市场竞争加剧、产品价格下降、军品市场政策变化等因素的影响，产值和利润均

有一定程度的下降；公司新拓展的光电探测、雷达、红外探测、无人机、电子对抗等业务持续健康发展，团队建设、技术研

发、产品开发、市场开拓均有明显的发展和进步，但2018年产值规模仍然较小，对公司总体产值和利润贡献较为有限；为了

确保公司的持续长远发展，2018年公司在传统业务升级、新兴业务方向团队建设和新产品研发、新的战略核心业务布局等方

面投入较大的资金；公司本着谨慎性原则,对可能发生减值损失的资产计提减值准备。综合上述因素，2018年公司的利润较

2017年有较大幅度的下降。2018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40,232.04万元，较上年同期下降1.77%，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1,851.31万元，较上年同期下降70.49%。本期期间费用上升5,004.38万元，较上年增长41.68%。基本每股收益0.12元，较上

年同期减少70.73%；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2.26%，较上年同期下降73.16%。 

2、“导航、测量、稳控”三大传统业务核心竞争力快速升级 

2016年以来，公司传统的“导航、测量、稳控”业务发展遇到瓶颈，这三大业务的市场竞争日趋激烈，产品销售价格持续

下降；同时，在近2-3年内受到军改后项目执行计划调整、项目整体执行进度滞后等因素的影响，公司军品订单的产值和回

款明显下降，2018年传统三大领域的经营业绩受到较大的影响；2018年，导航产品的销售额为7,652.12万元，较2017年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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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1%；测量产品的销售额为2,703.42万元，较2017年下降50.60%；稳控产品的销售额为7,854.17万元，较2017年下降41.37%。 

自2017年以来，公司全面深入分析市场竞争格局及需求情况，并结合自身优势，投入核心人力、财力，不断优化现有产

品的价格、功能、性能，提升现有产品的核心竞争力，同时，根据后续市场发展趋势，打造面向未来3-5年能引领市场、引

领客户需求的拥有绝对竞争优势的产品。2018年，公司惯性器件及导航产品的核心竞争力明显提升，公司高精度光纤陀螺大

规模产业化的核心技术难题得到突破，为支撑公司惯性技术的发展战略奠定了较好的基础；此外，公司在2018年也全新开拓

了多个军用型号的惯导配套，持续推动惯性技术产业化发展；2018年，公司完成了高抗冲击振动型加速度计产线的建设和试

生产工作，产品在高冲击、高振动领域的应用具有领先优势，产品得到了市场的高度关注，目前已经与多个重点型号进行配

套测试，其中某型战机应用的型号项目将在2019年完成定型并实现小批量交付。在民用惯导领域，公司继续瞄准无人驾驶领

域，为众多无人驾驶企业提供定位测姿解决方案，2018年，公司在该领域得到了快速发展，公司已成为百度“阿波罗”无人驾

驶生态的重要成员，并实现批量供货；此外，公司为国内超过十余家涉及无人驾驶领域的单位提供惯性测姿解决方案，在该

应用领域具有领先的市场占有率。 

在测量产品方面，驾考行业的存量市场饱和、市场增量匮乏，设备商不再大量采购，导致智能驾考产品的产值和利润持

续下降；2018年，公司新开发了新一代考试系统、“练易练”机器辅助训练产品、低成本测易测产品，以维持存量需求市场的

基本规模。2018年，公司的驾考业务进一步向下游市场延拓。在训练系统方向上，进一步优化系统，更新软件，将科目二、

科目三的智能训练更新齐套，实现了集成度较高的一体化系统。此外，公司“基于惯性技术的轨道检测小车”项目完成正式定

型，并获得了首批订单，该产品将广泛应用于高铁、地铁等铁路轨道检测领域。 

在惯性稳控产品领域，2018年继续受军改影响，公司持续多年的某军兵种型号项目订货计划调整延后，使得公司的业绩

受到较大的影响。2018年，公司在民用应用领域的卫星通信类产品的产值持续提升，较2017年提升50%，彻底改变了公司卫

星通信业务长期以来“单一依靠军品，单一依靠一两个大客户”的发展模式，民用项目的发展，使得公司的卫通业务更加健康、

稳定。此外，2018年，公司持续突破Ku/Ka共馈型双频动中通天线的核心技术，产品性能达到国内一流水平，并且获得了某

军兵种重要的装备型号订单，在2019年一季度开始将批量供货，为公司后续3-5年的持续、稳定、健康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

础；Ku/Ka共馈型双频动中通天线是后续军用卫星通信的重要发展方向，公司持续把握发展前沿，在定型产品的基础上不断

拓展，争取在多个型号上实现应用。在民用卫通方向，公司持续发展并优化低成本渔船用卫星通信系统，2018年成功完成了

与中兴通信合作的首批次天线的交付任务，并优化了新一代的渔船用动中通天线，使得天线的功能、性能、价格等更加具有

市场竞争力。 

3、新兴业务全面深入发展 

2018年，公司新培育的业务方向，光电探测、雷达、红外探测、无人机等均得到了健康稳定发展，各子公司团队稳定、

创业和奋斗意识较强，产品研发得到重大突破，每个方向都持续快速积蓄较强的核心竞争力，这些新兴方向的业务产值也逐

渐释放，2018年实现产值4,022.26万元，较2017年上涨42.14%。 

2018年，公司培育的智能探测板块初步完成了具有一定市场竞争力的产品的研发，星网智控完成了系列化的光电稳定探

测产品的研制，并具有一定市场竞争优势，已经在边防、海防、无人机、无人车、无人船等领域得到广泛应用，2018年产值

达到2,366.96万元，较2017年提升192.51%，2019年一季度在手订单数量超过2300万元，此外，星网智控团队建设、产品研

发、市场开拓呈现稳步向上的发展趋势；雷可达在2018年深耕安防雷达业务，并完成了3款具有较大市场竞争优势的安防雷

达产品的研制，并持续在新疆市场发力，形成了较高的品牌知名度，为后续业务的持续的爆发式增长奠定了基础，2018年雷

可达实现产值近千万；星网光测也完成了新一代产品的研发，并深耕工业测温、军民融合、医疗健康三个方向；工业测温方

面，应用领域已经渗透进铁路、消防、煤矿监控、工业自动化监测、电力、冶金、安防监控等领域，配套的软件系统功能完

善，能适应各种应用需求，正在开发系统集成型产品，以适应更广泛的客户需求；军民融合方向参与红外制导导弹导引头、

低速巡飞弹项目，目前已经有小批量导引头红外热成像产品供应；医疗健康方向，掌控红外机芯全套核心技术，批产之后性

价比优势明显。 

2018年，无人机业务没有达到预计的产值规模，一方面，公司对无人机业务的技术难度估计存在不足，产品技术状态仍

然需要持续改进，另一方面，无人机业务由于受到用户采购计划延后的影响，2018年并未取得了实质性的大订单。但2018

年尖翼科技在团队建设、产品研发、管理升级等方面取得了突破性进展， 通过2018年的建设，目前已经配置了国内一流水

平的技术开发团队；在产品研发方面，2018年公司完成了3款飞机的研发，并通过国内权威第三方的鉴定飞行，真正具备了

可以市场推广的条件，此外，在2018年完成的3款机型研发定型的基础上，尖翼科技又开始了3款新机型的研发，全面布局建

设系列化的无人机产品线。 

3、无人智能产业布局进一步拓展 

公司上市以后，明确将智能无人系统作为公司发展的第一战略，在全面发展无人机业务的基础上，公司在2018年全新布

局无人战车业务，并吸引国内外一流的无人车业务相关的研发人才，组建无人车事业部，并参加了2018年陆军装备部组织的

“跨越险阻”无人系统挑战赛，公司参加的应用转化组F1和F2组，双双进入优胜队，获得参加陆军装备部组织的“察打一体无

人车”、“班组伴随无人车”重点装备型号招标的入围资格，而且获得F2组第一名，受到陆军首长点名表扬。目前，公司无人

车事业部已经建成了一支包含车辆总体、结构、电气、智能控制算法等在内的核心技术团队，并与国内多个国家重点研究院

所开展联合设计和紧密合作，全面布局竞争陆军装备部的重大型号，与此同时，公司研发的无人车也同样面向“军民融合”

更加广阔的市场，如训练用靶车，警用型无人车等应用领域。 

4、军民融合战略不断深入 

2018年，公司持续推动军民融合发展战略，成为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和北京市军民融合发展的重点和典型企业；2018

年，公司的军品占比不断提升，公司也将大力发展军品业务作为公司新的核心发展战略。2018年，公司获批2项军品预研项

目，其中一项为装备发展部的惯导领域的预研课题，研发经费为500万以上；在具体业务上，公司子公司澜盾防务，瞄准部

队重大急需，全面布局发展新一代的无源电子对抗类产品，经过2年多的摸索前行，在2018年全面完成了第二代产品样机研

制、小批量试制、批产的全部过程；目前，澜盾系列无源电子对抗设备各项性能指标稳定优异，在2018年完成技术、产品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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累的基础上，2019年将全面推向市场，2019年一季度在手合同超过2000万元。 

5、公司集团化产业战略优势不断凸显 

考虑到公司下属事业部/子公司业务的协同性和独立性，在总公司层面全面布局能统筹各子公司/事业部产品的系统化项

目建设能力。2017年起，公司结合现有各子公司及事业部的业务内容及应用领域，对业务进行整合，提升公司针对系统级项

目研发能力和市场开拓能力，将安防雷达、光电稳控、红外探测、卫星通信等子模块进行了系统化整合，研发了复合式主动

安防探测系统，并成功应用于新疆数字边防项目，2018年，该产品在新疆数字边防、南海海防等领域得到成功的示范性应用，

得到用户认可，系统性项目的成功实施可以快速带动公司各业务板块的同步协调发展。除此之外，公司将海上卫通、AIS、

光电探测、雷达探测等子模块进行了系统化整合，形成了智慧海洋综合探测传输系统方案，并成功应用港口码头及船舶交通

综合管理系统；2018年公司的“智能海洋装备”系统项目获批北京市经信委产业集群创新重点支撑项目，该项目将大力推动公

司智慧海洋装备系统级项目的成熟与发展，并推动相关子公司业务的重要发展。 

6、管理工作持续优化 

2018年，公司对组织机构进行调整，对管理机构进行持续优化，公司管理效率持续提升；2018年，公司新设立了生产试

验中心，解决了各子公司产品长期分散、独立生产的模式，通过集中生产资源，实现了生产的专业化、标准化和规模化，进

一步提升了公司的生产效率，降低了生产成本，提升了产品质量，从而提升了公司的核心竞争力；2018年，公司优化并明确

了总公司与各子公司之间的具体的管理模式，通过实施分层次管理的模式，既实现了各个子公司业务单元管理的独立性和积

极性，又确保了核心资源的统筹管理与整体调配；2018年，公司进一步加强了军品四证的管理，确保军工质量体系建设、保

密建设与具体工作不脱节，同时，公司进一步拓展了武器装备承制资格与武器装备科研生产许可证的许可范围，目前的许可

范围包含了公司体系的所有产品，为公司发展军民融合战略保驾护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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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导航类 76,521,226.56 44,012,613.08 57.52% -19.71% -14.65% 3.41% 

稳控类 78,541,702.57 41,411,636.83 52.73% -41.37% -36.84% 3.78% 

海工装备 152,631,131.05 63,637,912.95 41.69% 147.69% 103.74% -8.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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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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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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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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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财会（2018）

15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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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42,596,626.73 元 ， 上 期 金 额

374,386,381.9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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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4,273,655.21 元 ， 上 期 金 额

204,003,576.24元； 

调增“其他应收款”本期金额0.00元，上期金额0.00元； 

调增“其他应付款”本期金额314,559.10元，上期金额

313,679.17元； 

调增“固定资产”本期金额0.00元，上期金额0.00元； 

调增“在建工程”本期金额0.00元，上期金额0.00元； 

调增“长期应付款”本期金额0.00元，上期金额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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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财会（2018）

15号 

调减“管理费用”本期金额66,366,336.70元，上期金额

42,147,410.30元，重分类至“研发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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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财会（2018）

15号 

“设定受益计划变动额结转留存收益”本期金额0.00元，

上期金额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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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期内，公司子公司凯盾环宇通过收购股权取得杰德感知55.00%股权，于2018年5月起纳入合并范围。 

（4）对 2019 年 1-3 月经营业绩的预计 

□ 适用 √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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