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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300555                           证券简称：路通视信                           公告编号：2019-013 

无锡路通视信网络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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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 

所有董事均已亲自出席了审议本次年报的董事会会议 

中天运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本年度公司财务报告的审计意见为：标准的无保留意见。 

本报告期会计师事务所变更情况：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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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经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的普通股利润分配预案为：以 200,000,000 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0.00 元（含

税），送红股 0 股（含税），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转增 0 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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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路通视信 股票代码 3005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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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陶涛 邓加兴 

办公地址 无锡市滨湖区胡埭工业园陆藕东路 182 号 无锡市滨湖区胡埭工业园陆藕东路 182 号 

传真 0510-85168153 0510-85168153 

电话 0510-85113059 0510-85113059 

电子信箱 lootom@lootom.com lootom@lootom.com 

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一）公司的主要产品及业务 

公司是宽带网络智能连接和智慧应用整体解决方案提供商，为广电网络运营商和其他政企客户提供丰富的网络传输系

统、智慧物联应用及相关技术服务，公司主要产品和服务的分类如下： 

1、网络传输产品和系统 

针对网络传输宽带化、光纤化、IP化的趋势，公司开发了涵盖目前国内主流技术路线（FTTH、EOC、HFC、C-Docsis）

的网络传输接入网设备，以及与之相关的网络运维监测综合管理系统。主要包括： 

（1）网络接入网综合解决方案和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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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以广电网络运营商宽带网络的建设和改造需求为导向，以“产品+服务”的模式向广电网络运营商提供广电网络接入

网综合解决方案；结合网络传输当前技术和光纤到户（FTTH）趋势，公司开发了适应主流技术路线的网络传输设备和数据

通信产品，主要包括光放大器、光接收机、光发射机、光工作站、电放大器、光平台、反向光接收机、光开关、供电器、多

功能光节点；EOC纯局端、多合一局端和终端产品；G/EPON设备（OLT、ONU）、家用光终端设备等及相关的解决方案。 

（2）网络运维监测综合解决方案 

公司为适应广电网络运营商提高网络智能化和监控管理水平的需求，自主开发了具有完全知识产权的广电网络综合网管

系统，该系统具有动力环境监测、设备网管监控、网络运维管理等功能，实现对整个基础网络（包括核心网设备、机房光传

输设备、机房动力环境、光缆、野外光设备等）进行综合监控和运维管理，做到网络端到端可管、可控，保障网络基础设施

的安全和稳定运行。该项业务下，公司提供包括综合管理平台研发、技术方案咨询、机房建设、设备安装、系统调试、维护

管理等一站式服务。 

2、智慧物联应用 

物联网是公司转型升级发展的战略方向。随着5G、大数据、云计算等技术的逐渐成熟及产业生态的完善，物联网产业

将加速发展，成为重塑各行各业生产组织方式的关键要素。公司利用自身在通信网络领域的积累，顺应广电网络运营商大力

发展“智慧广电”业务的趋势，自2017年以来持续加大对物联网应用方案的研发投入，开发了多行业、多应用场景的智慧物联

应用解决方案，并逐渐聚焦到智慧旅游、智慧平安社区、应急广播、视频监控和智慧家庭物联五大解决方案，具体如下： 

（1）智慧旅游解决方案 

该业务依托控股子公司路通物联，致力于打造智慧全域旅游一体化建设及运营服务体系，通过数据融合共享中心实现政

府、景区及第三方商户等大数据的有机整合，利用综合监管平台、旅游服务平台、全网营销平台实现景区信息发布、游客数

据采集及分析画像、交通调度、票务管理、监控预警、WIFI覆盖、应急广播、环境监测、电子商务、全景导航、智能停车、

语音导览等多项功能，实现景区信息化、智能化改造升级，有效提升景区综合服务水平，同时增强游客粘性，并为政府提供

丰富的数据信息和管理手段，目前已在湖北、四川、贵州、江苏等多地拥有成功案例。 

 

（图为路通视信智慧旅游大数据平台） 

（2）智慧平安社区解决方案 

该业务依托控股子公司路通智能，在公司原有智慧社区产品的基础上实现优化升级，以“智慧+平安综治”为特色，通过

各类传感器实现对数据的多元化感知和精准采集，并依托大数据、云平台、人脸识别、电子围栏、AR地图、高空热成像、

行为及轨迹分析等技术，对人流、车流、房屋及各类设施进行管控，实现社区“最后一公里”综合管理服务的智能化、智慧化，

有效提升公安“打、防、管、控”能力和居民的安全感、幸福感。 

（3）应急广播解决方案 

应急广播体系建设是国家“十三五”规划重点建设项目，可广泛使用于自然灾害、事故灾难、公共卫生和社会安全突发事

件的预警、协调、联动及处置。2017年11月，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印发《全国应急广播体系建设总体规划》，标志着全国

应急广播系统建设将由试点转入全面实施阶段。公司自主研发调度/播控一体化应急广播系统解决方案，实现了市、县、乡

（镇）、村四级统一协调、上下贯通、可管可控、综合覆盖的目标，并可与省级调度平台对接，覆盖面广，适用性强，在数

据传输、数据编码安全、系统实时性和可靠性方面取得显著提高，并支持与视频监控系统融合联动，具备视播一体功能。报

告期内，公司完成了应急广播全系列软、硬件产品的自研、转产及小批量出货，由公司承建的无锡市应急广播平台获得专家

组的肯定，成为江苏省首个通过验收的设区市级应急广播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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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路通视信应急广播调度/播控一体化平台） 

（4）视频监控（雪亮工程）解决方案 

公司提供的视频监控（雪亮工程）系统集成解决方案，可以满足平安城市、公安、城管、安监、教育等领域部门或用户

的需求，通过与网络运营商共同合作，公司提供技术方案、软硬件产品和安装调试等服务，实现实时监控、存储管理、系统

巡查等功能，构建市（县、区）、乡镇、村、农户四级联网联控视频监控网络，多方位建设人防、物防、技防相结合的立体

化社会治安防控体系。公司自主研发的雪亮工程软件平台已成功扩展成雪亮视播一体平台并在项目试用，后续将进一步持续

拓展和改善平台使用功能，引进视频会议、综治系统、视频联网、能源管理等解决方案供应商，打造系统融合的一体化平台，

提供一站式智能系统解决方案。公司已在四川、湖北、江苏、江西、重庆等省市项目实施落地，为社会综治维稳提供了强有

力的技术保障，并为此类项目的多地复制储存了丰富的建设、运营经验。 

（5）智慧家庭物联解决方案 

该方案以公司自主研发的家庭智能融合终端为载体，通过无线路由和机顶盒安卓操作系统，实现对家庭网络和多种智能

家居的双管理，融合了宽带接入、家庭网关、4K高清、VR/AR等多种功能，目前已在广西、山东、河南等地实现批量出货。 

3、技术服务 

该类业务主要是为网络运营商的网络改造和工程施工提供规划设计服务，包括现有网络信息勘测、网络信息录入、业务

承载规划、网络架构方案设计、技术选型、施工图及概算设计、造价咨询、施工改造等服务。 

（二）公司的主要经营模式 

公司根据业务种类的不同，经营模式可分为两类： 

1、设备类业务经营模式 

公司设备类产品的主要客户为广电网络运营商，也包括少数企业客户、代理商客户及国外客户。销售主要采取直销模式，

通过公开招投标方式入围并获取订单；生产主要采取自产为主、外协为辅、“以销定产”的生产模式；采购主要原材料为集成

电路、放大模块、激光器、PCB板、机壳、电源等，通过对合格供应商中招标、议价、比价等方式，确定最终采购价格和采

购数量，下达采购订单，并建立了基于订单实时采购和“安全库存”的动态采购模式。 

2、服务类业务经营模式 

公司服务类业务的客户有广电网络运营商、政府机构、公共事务服务机构及其他企业客户，服务内容涵盖智慧物联应用

方案设计、软件开发、软硬件集成、项目实施和工程规划、勘察、设计、施工、网络优化、运维等。销售采取直销模式，通

过公开招投标方式或直接洽谈签订合同，向客户销售组成系统所需的软硬件产品或设计方案，并形成软硬件产品销售收入和

系统安装、工程设计实施及维保收入。该类业务通常采取项目制模式，针对客户的特定需求，成立跨部门、跨产品线合作的

项目组，实行项目经理负责制。 

（三）行业发展阶段、周期性特点及公司所处地位 

公司是宽带网络智能连接和智慧应用整体解决方案提供商，业务涵盖通信设备研发制造和软件信息技术服务，以通信设

备研发制造为主。根据中国证监会颁发的《上市公司行业分类指引》（2012年修订），公司所处行业为计算机、通信和其他

电子设备制造业（代码：C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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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服务客户主要为广电运营商，为广电网络双向化改造和建设下一代广播电视网提供网络传输类产品、数据通信类设

备及智慧应用整体解决方案，这些设备是广播电视网（以下简称“广电网”）的重要组成部分。广电网作为国家信息网络的重

要基础设施，是通达千家万户的最普及的信息工具和最便捷的大众信息载体，在政策宣传和舆论导向以及满足广大人民群众

的精神文化需求方面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根据中国广播电视网络有限公司和格兰研究联合发布（以下简称“国网发布”）

的数据，截止2018年12月末，我国有线电视用户规模总量达2.23亿户，我国已建成世界上覆盖人口最多、覆盖区域最广、多

手段并用的广播电视传输覆盖网。 

随着近年来新技术的发展以及媒体传播格局的深刻变化，广电网络运营商的业务结构也发生较大变化：一方面，传统以

有线电视收视费为代表的To C业务由于受互联网和新媒体冲击，呈现一定程度下滑趋势，广电网络双向化改造进程有所放缓，

对公司网络传输类设备业务造成一定负面影响；另一方面，广电网络运营商正向综合信息服务商转型，积极对接政府和社会

信息化建设需求，大力推动以专网建设和智慧广电为代表的集客业务（To B/To G），催生了业务形态丰富的智慧物联应用

方案需求，给行业内有能力提供相关解决方案的厂商带来丰富的新业务机会。公司紧跟行业发展趋势，积极布局该类业务，

是行业内较早从设备提供商转型为宽带网络智能连接和智慧应用整体解决方案提供商的厂商之一。 

由于行业管理体制和历史原因，广电网络运营商虽进行了省网整合、基本实现了一省一网格局，但资源仍较为分散，尚

未实现全国范围内的全程全网、互联互通，大大制约了广电网络运营商进行业务创新和转型，在传统有线电视收视业务下滑

的背景下，全国有线电视网络整合（简称“国网整合”）的迫切性愈发凸显，一直以来进展较为缓慢的国网整合工作有所突破，

传递出积极信号。2018年8月，由中宣部牵头、八部委参与成立全国有线电视网络整合发展领导小组，进一步强化行政推动

力度；同月，广电总局组织召开全国有线电视网络整合发展片区座谈会，会上对《全国有线电视网络整合发展实施方案》征

求意见，并上报中宣部获得原则同意；2019年3月，中国广播电视网络有限公司与中信集团、阿里巴巴签署战略合作框架协

议，国网整合工作再进一步。“全国一网”的实现，将有力推动有线网络改造升级、广电5G业务和智慧广电建设，给产业链

带来丰富的业务机会。一方面，国网整合、4K超高清视频技术的推广将促进广电网络运营商进一步加大网络数字化改造、

高清化升级和宽带服务建设，提高网络承载能力；另一方面，随着广电参与5G建设及拓展“智慧广电”业务，广电网络安全

性高、可控性强、海量用户基础和家庭入口等先天优势，有助于其参与政府专网、智慧城市、融媒体建设等To B/To G业务，

也给行业内有能力提供相关解决方案的厂商带来丰富的新业务机会。 

公司立足广电网络深耕市场，是行业内少数几家能够覆盖双向网改全部主流技术路线的综合解决方案提供商之一，可提

供相关技术路线下的FTTH、EOC、HFC全系列设备产品；同时，公司敏锐捕捉运营商客户的需求，利用自身在技术、人才、

客户及资源整合方面的优势，相继推出视频监控、应急广播、智慧平安社区、智慧旅游等一系列协助运营商推广集客业务的

解决方案，为运营商创造新的收入增长点。公司产品及服务可全面满足广电运营商进行网络改造及开展 “智慧广电”业务的

需要，是行业领军企业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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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8,794,993.23 377,233,779.93 -10.19% 393,969,737.6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0,256,588.09 44,934,977.44 -77.17% 52,812,653.2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3,920,166.48 34,882,457.91 -88.76% 48,715,439.58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8,321,305.31 -58,182,691.99 85.70% -21,550,032.07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513 0.2247 -77.17% 0.3336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513 0.2247 -77.17% 0.3336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62% 7.30% -5.68% 15.60% 

 2018 年末 2017 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减 2016 年末 

资产总额 821,460,292.31 817,944,015.88 0.43% 795,961,296.4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632,429,316.79 632,172,728.70 0.04% 599,237,751.26 

（2）分季度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人民币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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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季度 第二季度 第三季度 第四季度 

营业收入 70,127,997.16 108,191,963.24 66,405,219.24 94,069,813.5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5,355,869.36 5,365,712.57 2,802,936.85 -3,267,930.6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4,405,387.69 3,505,889.25 927,145.89 -4,918,256.35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6,563,522.11 -23,781,044.99 3,796,094.04 38,227,167.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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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381 

年度报告披露

日前一个月末

普通股股东总

数 

18,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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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锡靖弘投资咨询

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10.46% 20,917,750 20,917,750 质押 11,880,000 

贾清 境内自然人 8.37% 16,734,133 16,734,133 质押 5,000,000 

无锡汇德投资合伙

企业（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人 7.00% 14,000,000 14,000,000   

刘毅 境内自然人 6.73% 13,461,540 13,461,540 质押 11,540,000 

仇一兵 境内自然人 6.28% 12,550,598 12,550,598 质押 6,134,900 

顾纪明 境内自然人 5.23% 10,458,827 10,458,827 质押 5,560,000 

尹冠民 境内自然人 4.18% 8,367,058 8,367,058 质押 3,080,000 

高志泰 境内自然人 2.98% 5,961,538 0 质押 4,100,000 

庄小正 境内自然人 2.84% 5,673,050 4,254,787 质押 1,260,000 

许磊 境内自然人 2.63% 5,255,000 5,255,000 质押 2,990,0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1、上述股东中，贾清是无锡靖弘投资咨询有限公司的控股股东；  

2、无锡靖弘投资咨询有限公司、贾清、无锡汇德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刘毅、

仇一兵、顾纪明与尹冠民于 2012 年 11 月 5 日签订了一致行动协议，为一致行动人； 

3、除上述情形外，其他股东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也不属于一致行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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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年度，公司实现营业收入33,879.50万元，较上年同期下降10.19%；实现利润总额1,004.64万元，较上年同期下降

81.36%；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1,025.66万元，较上年同期下降77.17%；报告期末公司总资产82,146.03万元，较

期初增长0.43%；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为63,242.93万元，较期初增长0.04%。 

1、报告期内，公司营业收入较上年同期减少3,843.88万元，同比下降10.19%。公司努力开拓市场，产品和服务相继在

江苏省网、湖北省网、广西省网、重庆有线、山东省网、黑龙江省网、北方联合、福建省网、河北广电、华数传媒、山西省

网、河南有线、东方有线、安徽广电、贵州广电等省级网络公司组织的招标中入围，但由于行业网改进度整体放缓，公司设

备类产品销售较上年同期有所下滑；同时，公司针对广电运营商大力发展集客业务的行业趋势，加大智慧物联应用解决方案

的推广力度，在江苏、湖北、河北、山东、黑龙江等多地项目落地实施，应急广播等项目制业务取得一定成效，但由于智慧

旅游、智慧平安社区等业务尚处于培育期，未形成大规模收入，故总体营业收入较上年同期减少。 

2、报告期内，公司毛利润（营业收入-营业成本）较上年同期减少3,557.68万元，同比下降31.38%。受行业竞争加剧、

产品价格下降和材料、人工成本增长影响，公司产品综合毛利率较上年下降7.09个百分点，且部分毛利率较高的业务收入占

收入比重有所下降，造成毛利润降幅高于营业收入降幅。 

3、报告期内，营业利润较上年同期减少4,089.78万元，同比下降87.76%，主要系营业收入、毛利率下降和计提资产减

值准备增加所致。受宏观金融环境影响，部分客户未能及时回款，且项目制业务验收和回款的时间较长，造成公司应收账款

规模进一步增大、账龄延长，报告期内计提各项资产减值准备1,857.66万元。 

4、报告期内，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较上年同期减少3,467.84万元，下降77.17%，主要系营业收入、毛利率下

降和资产减值损失增加所致。 

关于公司业绩情况的详细分析，详见公司2018年年度报告第四节“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之“一、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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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网络传输系统 240,133,899.26 55,754,847.77 23.22% -23.15% -30.98% -2.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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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物联应用 68,376,264.66 13,725,326.24 20.07% 110.27% 28.46% -12.78% 

技术服务 26,955,242.40 6,084,002.47 22.57% -11.89% -70.63% -45.15% 

其他业务收入 3,329,869.91 2,217,752.38 66.60% 100.63% 88.00% -4.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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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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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会（2018）15号） 

财政部于2018年6月15日印发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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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求执行企业会计准则的非金融企业中，尚未执行新金融准则和新收入准则的企业应当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的要求编制财务报

表。 

资产负债表中将“应收票据”和“应收账款”归并至新增的“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项目；将“应收股利”和“应收利息”归并至

“其他应收款”项目；将“固定资产清理”归并至“固定资产”项目；将“工程物资”归并至“在建工程”项目；将“应付票据”和“应付

账款”归并至新增的“应付票据及应付账款”项目；将“应付股利”和“应付利息”归并至“其他应付款”项目；将“专项应付款”归并

至“长期应付款”项目。 

利润表中从“管理费用”项目中分拆出“研发费用”项目，在财务费用项目下分拆“利息费用”和“利息收入”明细项目。 

本公司根据财会（2018）15号规定的财务报表格式编制2018年度财务报表，并采用追溯调整法变更了相关财务报表列报。

相关列报调整影响如下： 

2017年12月31日受影响的合并资产负债表和母公司资产负债表： 

项 目 
合并资产负债表 母公司资产负债表 

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前 调整后 

应收票据 34,614,855.02 - 34,614,855.02 - 

应收账款  374,214,913.76 - 371,281,028.86 - 

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  - 408,829,768.78 - 405,895,883.88 

应收利息 - - - - 

应收股利  - - - - 

其他应收款  18,301,688.81 18,301,688.81 18,301,688.81 18,301,688.81 

固定资产清理 -  -  

固定资产 97,298,682.18 97,298,682.18 97,075,382.11 97,075,382.11 

应付票据  - - - - 

应付账款  96,116,656.68 - 96,661,485.1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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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付票据及应付账款  - 96,116,656.68 - 96,661,485.13 

应付利息  75,681.98 - 75,681.98 - 

应付股利  - - - - 

其他应付款  2,647,109.88 2,722,791.86 3,957,378.08 4,033,060.06 

2017年度受影响的合并利润表和母公司利润表： 

项目 
合并利润表 母公司利润表 

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前 调整后 

管理费用  38,448,376.19 19,215,471.21 36,881,725.96 18,605,013.93 

研发费用  - 19,232,904.98 - 18,276,712.03 

除上述会计政策变更外，本报告期内公司无应披露的其他重要会计政策变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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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公司2018年度纳入合并范围的子公司共4户。本公司2018年度合并范围较2017年度增加2户，减少1户。长春锐欣光电

网络有限公司自2018年1月31日起不再纳入合并范围。无锡路通智能科技有限公司自2018年12月31日起纳入合并范围。铜仁

路通物联科技有限公司自2018年1月31日起纳入合并范围，该公司已于2019年1月清算、注销，自2019年1月31日起不再纳入

合并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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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苏路通物联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路通物联”) 

无锡路通网络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路通网络”) 

无锡路通智能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长春锐欣”) 

铜仁路通物联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铜仁路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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