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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115                           证券简称：三维通信                           公告编号：2019-020 

三维通信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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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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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53559398 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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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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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维通信 股票代码 002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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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汪剑 李冠雄 

办公地址 杭州滨江区火炬大道 581 号 杭州滨江区火炬大道 581 号 

电话 0571-88923377 0571-88923377 

电子信箱 zqb@sunwave.com.cn zqb@sunwave.com.cn 

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2018年，公司主营业务属于电信设备制造行业及互联网广告传媒业务。通信业务主要为运营商和行业客户提供移动通信网络

设备及系统，包括室内外网络优化覆盖设备及系统、行业专用移动网络系统、安全通信网络系统、卫星通信设备；互联网广

告业务主要包括：腾讯社交广告业务、自媒体业务、游戏推广与联运业务。2018年通过深入参与移动通信及互联网产业链服

务各环节，公司正逐步发展成为国内一流的移动通信设备及移动互联网信息综合服务商。 

公司从事的主要业务概况 

1. 移动通信网络设备及系统解决方案综合服务 

1）网优覆盖设备、系统及行业专网应用 

目前公司网优覆盖设备包括各类直放站 、2G\3G\4G RRU、 iDAS、微放等，主要应用于大型建筑物室内、运动场馆、隧

道及铁路交通沿线等。公司主要客户为移动通信运营商、移动通信系统集成商、移动通信核心网络设备商及包括铁路、司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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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洋商船、海外第三方等各类行业通信应用客户。针对国内5G网络商用进度的提速，公司已启动5G网络优化设备及解决方

案的研发测试工作。 

  2）卫星通信运营服务 

公司通过收购控股海卫通、参股星展测控进入卫星通信行业，目前为大型远洋商船、游轮及大型渔船提供海洋通信服务，

国内处于行业领先地位。 

  3）安全专网融合通信设备及解决方案 

移动网络安全管控系统，使用案例已覆盖到全国20个省份，监狱项目60余个，全面进入司法、军工、金融、教育、运营商

市场，在信息安全的无线信号管控领域打造行业专家品牌，2018年进入国际市场获得海外订单。 

  4）5G智慧杆塔运营服务 

公司在国内运营商4G建设进入后周期的背景下，结合原有分布全国20余省市的通信工程服务团队，于2017年开始积极筹

备、探索面向5G网络建设、5G智慧城市物联网的智慧杆塔运营服务。2018年，已于多个城市和地区进行了相关业务的试点。 

报告期内，公司通信业务、经营模式及主要客户均未发生重大变化。 

2、互联网广告传媒业务 

公司的互联网广告传媒业务主要通过子公司巨网科技展开相关服务，主要业务包括：腾讯社交广告业务、自媒体业务、游戏

推广与联运业务。 

目前，腾讯系社交产品的日活跃用户在超大规模的基础上仍保持良好成长，以微信、QQ为代表的腾讯社交产品已成为国内

移动互联网的超级流量入口，公司通过搭建专业的运营团队，为各类客户在腾讯系社交产品上量身定制广告投放方案，提供

投放策略、文案创意、账户搭建、投放执行、数据分析、账户优化等一站式服务。2018年，在腾讯中长尾渠道服务商中获得

腾讯广告颁发的“2018年度卓越服务商”及“2018年度突破服务商”的称号。 

巨网科技的自媒体业务主要通过整合自主运营及深度合作的微信公众号、微博、今日头条号、抖音号、趣头条等新媒介资源，

在媒介端不断扩大，以微信公众号为主的新媒体用户的覆盖领域和范围，同时根据广告客户的推广目标和要求，不断挖掘优

质内容，从而实现为客户提供精准的广告投放服务。2018年，巨网的自媒体业务已在文学、轻娱乐、原创动漫、在线教育、

金融、情感、游戏、生活常识、美妆等多个细分领域形成了覆盖过亿用户群体的内容媒体矩阵，并成功通过导入品牌广告、

社交消费电商、直营电商、知识付费、短视频等新的广告内容形式进一步挖掘了社交媒体流量价值。 

在游戏推广和联运业务方面，巨网科技与游戏研发厂商和游戏代理商进行合作，通过旗下的游戏联运推广平台——“齐齐乐”，

聚合多种渠道推广合作的游戏产品，并负责合作平台及推广渠道的日常维护工作，从而获取游戏推广和联运收入。目前巨网

科技已与数百家游戏开发商及渠道合作伙伴建立了良好的合作关系，并与九游、360、百度、腾讯等知名游戏厂商达成深度

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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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溯调整或重述原因 

会计政策变更 

单位：人民币元 

 2018 年 
2017 年 

本年比上年增

减 
2016 年 

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后 调整前 调整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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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业收入 
3,553,614,079.

77 

1,181,436,651.

65 

1,181,436,651.

65 
200.79% 988,764,597.01 988,764,597.0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 
214,706,425.67 47,274,832.22 47,274,832.22 354.17% 27,600,546.28 27,600,546.2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

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130,886,357.43 16,720,227.51 16,720,227.51 682.80% 9,791,858.62 9,791,858.62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

额 
-39,840,639.68 20,443,907.01 30,173,907.01 -232.04% 134,067,277.74 138,067,277.74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3986 0.114 0.1140 249.65% 0.0672 0.0672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3936 0.1124 0.1124 250.18% 0.0669 0.0669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9.78% 5.04% 5.04% 4.74% 2.97% 2.97% 

 2018 年末 
2017 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

末增减 
2016 年末 

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后 调整前 调整后 

资产总额 
4,578,247,491.

89 

4,335,708,086.

64 

4,335,708,086.

64 
5.59% 

2,609,137,322.

50 

2,609,137,322.

5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

产 

2,370,490,130.

73 

1,837,405,096.

57 

1,837,405,096.

57 
29.01% 933,668,511.60 933,668,511.60 

会计政策变更的原因及会计差错更正的情况 

根据财政部《关于 2018 年度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有关问题的解读》文件规定，公司编制 2018 年度现金流量表时，将投资

活动现金流量中与资产相关的政府补助，变更为经营活动现金流量，并相应追溯调整了比较数据。该会计政策变更减少了合

并及母公司现金流量表中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并以相同金额增加了经营活动现金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但对现金和

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无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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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19,927,353.36 908,871,181.19 952,534,185.39 1,172,281,359.8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21,748,861.07 47,579,285.97 97,894,157.00 47,484,121.6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18,935,026.06 47,220,174.51 33,238,809.60 31,492,347.26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05,608,115.33 -67,684,682.45 -39,247,981.50 172,700,139.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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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5,019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

一个月末普通股股

东总数 

67,8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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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越伦 境内自然人 14.35% 79,452,000 59,589,000 质押 41,166,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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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剑波 境内自然人 11.50% 63,679,132 63,679,132 质押 23,920,584 

浙江三维股权

投资管理有限

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7.42% 41,097,600 0 质押 13,800,000 

朱永康 境内自然人 1.88% 10,389,109 0   

洪革 境内自然人 1.44% 7,978,660 5,983,995   

宁波梅山保税

港区万银股权

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

法人 
1.43% 7,913,669 7,913,669   

沈林金 境内自然人 1.30% 7,194,244 7,194,244   

江西奇思投资

管理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1.24% 6,878,456 5,158,842   

王瑕 境内自然人 0.94% 5,194,554 5,194,554   

兴业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兴

全趋势投资混

合型证券投资

基金 

境内非国有

法人 
0.85% 4,682,534 4,682,534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

动的说明 

李越伦与洪革系配偶关系，李越伦为浙江三维股权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的控股股东，李越伦、

洪革、三维股权为一致行动人。郑剑波与王瑕系配偶关系，郑剑波、王瑕为一致行动人。朱

永康、江西奇思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为一致行动人。除上述情况外，未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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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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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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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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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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主营业务成功切入互联网广告传媒行业，实施了 “通信网络设备业务及互联网广告传媒业务共同发展”的经营

发展战略。本报告期，公司完成年初制定的发展目标，各业务部门完成经营任务指标，主营收入及净利润较上年同期大幅改

善，资产重组效果显现。 

报告期内，公司完成年初制定的移动通信设备板块经营计划及目标，中国移动DAS集采中标名列前茅，中国移动皮基站项目

中标排名第三；海外业务市场进入三大洲近10个国家，中标新加坡地铁项目、马来西亚地铁二期项目，业务收入及毛利润水

平保持稳定，客户满意度较高。随着国内5G商用趋势提前明确，公司已确定了5G的技术路标，启动相关的研发及产品试点

工作。 

卫星通信运营服务方面，海卫通服务商船+渔船数量近三千艘，2018年营业收入突破五千万元，商船业务已实现单季度盈亏

平衡。公司正在打造以海上宽带卫星互联网为基础，实现“互联网+航运”，“物联网”和“海洋大数据”共同组建的智慧海洋平

台。 

安全通信专网方面，公司无线信号管控系统及解决方案技术水平在行业中保持领先，已进入国际市场获得海外订单，经过数

年的行业积累和业务发展，已实现扭亏为盈，应用案例覆盖全国20个省份，监狱项目60余个，并全面进入司法、军工、金融、

教育、运营商市场，在信息安全的信号管控领域打造了行业专家品牌，该业务模式趋于成熟，将进入快速发展期。 

2018年，5G智慧杆塔运营服务业务已于多个城市和地区进行了相关业务的布局。 

本报告期，公司互联网广告传媒业务实现高速增长，营业收入占比超过七成，其中巨网科技抓住腾讯社交广告业务发展机遇，

在腾讯SMB广告服务领域取到重大突破，广告投放业务排名前茅，2018年，巨网科技在腾讯中长尾渠道服务商中获得腾讯

广告颁发的“2018年度卓越服务商”及“2018年度突破服务商”称号。在自媒体业务拓展中，已在文学、轻娱乐、原创动漫、在

线教育、金融、游戏、美妆等多个细分领域累计覆盖过亿用户群体。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3,533,614,079.77元，比去年同期上升200.79%；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214,706,425.67

元，比去年同期上升354.17%。公司总资产为4,578,247,491.89元，比去年年末的4,335,708,086.64元上升5.59%；公司归属于

母公司所有者权益合计为2,370,490,130.73元，比去年年末的1,837,405,096.57元上升29.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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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线网络优化覆 688,254,799.20 531,599,488.37 22.76% -12.39% -5.37% -5.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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盖设备及解决方

案 

广告业务 2,352,452,565.03 2,247,507,841.98 4.46% 1,379.67% 1,443.17% -3.93% 

自媒体业务 275,722,539.58 123,155,613.35 55.33% 1,031.11% 1,048.66% -0.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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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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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其解读和企业会计准则的要

求编制2018年度财务报表，此项会计政策变更采用追溯调整法。 

2. 财政部于2017年度颁布了《企业会计准则解释第9号——关于权益法下投资净损失的会计处理》 《企业会计准则解释第

10号——关于以使用固定资产产生的收入为基础的折旧方法》《企业会计准则解释第11号——关于以使用无形资产产生的收

入为基础的摊销方法》及《企业会计准则解释第12号——关于关键管理人员服务的提供方与接受方是否为关联方》。公司自

2018年1月1日起执行上述企业会计准则解释，执行上述解释对公司期初财务数据无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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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合并范围增加： 

1、2018年11月，公司全资孙公司上饶市三二四网络科技有限公司设立江西融巨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2、2018年11月，公司全资孙公司SUNWAVE SOLUTIONS LIMITED以100新加坡元设立SUNWAVE SOLUTIONS SG PTE LTD。 
 

（4）对 2019 年 1-3 月经营业绩的预计 

□ 适用 √ 不适用  

 

三维通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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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长：李越伦 

 

二零一九年四月二十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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