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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0801                          证券简称：四川九洲                          公告编号：2019010 

四川九洲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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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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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黄寰 独立董事 因公出差 独立董事余海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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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22,806,646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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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川九洲 股票代码 0008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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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曹巧云 曹巧云 

办公地址 四川省绵阳市科创园区九洲大道 259 号 四川省绵阳市科创园区九洲大道 259 号 

传真 0816-2336335 0816-2336335 

电话 0816-2336252 0816-2336252 

电子信箱 dsb@jiuzhoutech.com dsb@jiuzhoutech.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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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一、公司主要业务概况 

公司主要从事包括数字电视、空管和物联网三大产业相关的技术研发、产品制造及销售、技术服务等

业务。 

1、数字电视产业 

公司数字电视业务包括数字电视机顶盒、宽带网络系统设备、光传输等数字家庭多媒体产品相关的设

备研发、制造及销售。目前，公司已具备三网融合前端设备到宽带网络传输设备再到终端设备的全系统多

系列的产品研发、生产能力。公司在融合智能终端、光网络、FTTH、家庭多媒体中心、地面卫星接收等方

面逐步形成了多款拳头产品。 

报告期内，公司数字电视产业涉及的存储芯片等原材料价格逐步趋于稳定，公司聚焦业务发展主航道，

一方面加大市场开拓，巩固传统优势市场，深挖潜力市场，加大高毛利产品出货，另一方面加强供应商管

理，积极构建社会化大供应链体系，深入推行产品降成本方案，开展专项节约降耗工作，严控产品成本和

经营成本，努力扭转数字电视产业发展的不利局面。在报告期内公司融合智能终端、光网络终端、光器件

等产品持续发力，推动了公司数字电视产业企稳回升。 

2、空管产业 

公司空管业务包括空管应答机、空管二次雷达、空中防相撞系统、ADS-B监视系统、通航飞行服务站、

导航系统、空管信息化系统、航空机载客舱核心系统、军贸产品等相关设备研发、制造及销售。目前，公

司在军航、民航、军贸、通航、体航、警航等业务领域拥有多款空管类产品，覆盖飞机从起飞、爬升、巡

航、下降到着陆的全过程，涵盖空管系统通信、导航、监视、信息化等四个领域。 

报告期内，公司空管业务随着市场需求逐步释放，军品市场订单呈现恢复性增长，同时，公司狠抓民

品市场开拓和销售渠道建设，紧盯用户需求，以“四川省低空空域协同运行中心”建设为突破口，进一步

提升了公司在民品市场的影响力。 

3、物联网产业 

公司物联网业务包括军事信息化、智慧城市、信息安全等领域的物联网产品研发、制造、销售及物联

网技术的集成应用。目前，军事信息化方面，聚焦军事物资装备一体化保障信息化，成功研发了基于物联

网的装备物资全寿命周期管理系统、装备业务管理信息系统，提出“智慧仓储”、“智慧航材”、“智慧

军营”等解决方案；智慧城市方面，公司构建了智慧溯源、智慧安防、智慧交通等领域的业务矩阵，为用

户提供基于物联网技术的智慧系统解决方案；信息安全领域，公司主要围绕公安、军队、保密等专业细分

领域需求，着力打造“安全运维”、“指控平台”、“网络安全监测”等领域具有竞争力的技侦、技防产

品。 

报告期内，公司以军民品重点市场、关键项目为驱动，积极对接客户需求，为客户提供多种基于物联

网技术的“智慧+”系统解决方案，进一步提升公司在物联网细分领域的影响力，推动了公司物联网产业

军民融合协同发展。 

二、公司所属行业情况及行业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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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数字电视产业 

数字电视行业继数字化、高清化之后，大数据、云计算、超高清视频、人工智能逐步成熟，“内容全

媒体化融合、网络泛在化传播、视听超高清化呈现、应用智能化服务、产业生态化演进”已成为行业发展

的新趋势。随着广电机构改革的持续深入，其政治属性、文化属性、公益属性进一步凸显，加之“全国一

张网”整合步伐进一步加快，网络双向化、宽带化、智能化升级改造和互联互通平台建设进入快车道，有

线电视网络与5G等新技术、新业态的融合式发展，将推动形成有线、无线、卫星、移动一体化传输的新格

局、“视频+语音+宽带+智能家居+智慧城市”全业务发展的新模式。此外，电信运营商围绕网络智能化、

业务生态化、运营智慧化的方向，以高速光纤网络迅猛发展为依托，以4K、8K超高清视频业务为抓手，逐

步实现更加多样化的互动业务。目前，公司有线数字电视机顶盒国内市场占有率稳居行业前三位。 

2、空管产业 

随着我国“一带一路”倡议、军民融合发展战略的大力实施、我国空管设备国产化进程进一步加快，

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空管设备开始走出国门，空管产业正面临良好的发展机遇。同时，我国军民用航空市

场发展迅速，空管系统作为保障军民用航空安全、高效运行的中枢，构建安全高效的空中交通管理体系已

成为航空强国的重要支撑和基础保障。目前，公司是四川省重大技术装备八大产业链——航空航天及空管

产品链中12家企业之一、也是国内唯一的“国家空管监视与通信系统工程技术研究中心”的实施载体，在

2018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上，公司“空地一体协同防撞关键技术及重大应用”项目荣获国家科技进

步二等奖。 

3、物联网产业 

当前，全球物联网市场规模逐步扩大，跨界应用崛起，物联网行业应用渗透率不断提升。同时物联网

技术的不断突破，包括5G的标准化、以太网等技术的显著进展，人工智能、机器学习等技术能力的明显提

升，以及云计算、开源软件等不断成熟，使得物联网操作系统迭代进步，促进了物联网产业发展逐步成熟。

目前，公司以感知技术为核心，深耕物联网应用，先后研发和生产了射频识别（RFID）读写机具系列产品，

并以此为基础形成了军事信息化、智慧城市、信息安全等领域的物联网整体解决方案。公司起草了企标及

地方行业标准12项，参与国标及国家行业标准制定与修订6项，为推动物联网业务发展奠定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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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794,967,512.09 3,165,165,618.60 19.90% 3,915,732,878.5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88,780,068.18 7,285,437.03 1,118.60% 190,564,073.3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24,400,039.38 -46,438,118.03 152.54% 162,319,668.00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79,904,104.30 -143,349,185.25 155.74% 64,100,621.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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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868 0.0071 1,122.54% 0.1863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868 0.0071 1,122.54% 0.1863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3.75% 0.31% 3.44% 8.22% 

 2018 年末 2017 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减 2016 年末 

总资产 5,412,387,379.14 4,995,573,040.09 8.34% 5,108,640,336.4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2,406,170,088.52 2,333,679,259.38 3.11% 2,348,065,950.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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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15,656,832.14 915,198,801.65 867,361,193.69 1,296,750,684.6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4,198,849.09 10,201,189.41 8,607,039.29 65,772,990.3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7,284,714.52 -7,148,850.35 -3,955,203.03 42,788,807.28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45,963,146.39 -536,784.43 -46,618,530.35 173,022,565.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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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3,323 

年度报告披露日

前一个月末普通

股股东总数 

57,2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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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川九洲电器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国有法人 47.61% 486,907,288 0   

华宝信托有限责任公司－天高资本 21

号单一资金信托 
其他 1.87% 19,140,000 0   

四川富润志合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国有法人 1.26% 12,903,000 0   

宋书亚 境内自然人 1.09% 11,131,100 0   

招商财富－招商银行－安徽国资 1 号专

项资产管理计划 
其他 1.01% 10,303,030 0   

华安未来资产－浦发银行－华安资产－

浦发银行－东兴 1 号资产管理计划 
其他 1.01% 10,303,030 0   

绵阳科技城发展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0.98% 10,000,000 0   

绵阳市九华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人 0.67% 6,815,620 0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方军工

改革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0.61% 6,257,578 0   

长城国融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0.48% 4,924,600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前十名股东已知四川九洲电器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与绵阳市九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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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属于《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规定

的一致行动人，未知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

关系。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明（如有） 

截止报告期末，股东宋书亚通过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

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票 11,131,100 股；股东绵阳科技城

发展投资（集团）有限公司通过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

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票 5,000,000 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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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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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年是全面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的开局之年,是国家稳步推进“十三五”产业发展规划、供给侧结构性

改革至关重要的一年，也是公司保持发展定力，持续深化改革，积极推动产业协同发展的关键之年。在过

去的一年里，外部经济运行稳中有变、变中有忧，地缘政治风险居高不下，经济下行压力依然较大。 

面对复杂的经济形势和行业态势，公司上下凝心聚力，聚焦数字电视、空管、物联网三大产业，抓产

品结构调整、抓体制机制转换、抓企业技术创新，通过创新谋求突破，不断提高核心竞争力，巩固传统领

域优势地位。同时，公司积极布局新业务、新领域，培育公司新经济增长点。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379,496.75万元，同比增长19.90%；利润总额10,033.52万元，同比增长

974.38%；归属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8,878.01万元，同比增长1,118.60%，主要经营指标实现企稳回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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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数字电视产业 

聚焦业务主航道，进一步夯实广电市场根基，继续扩大通信市场规模，大力推进智慧家庭、智慧医疗

等新市场、新业务开拓，实现数字电视产业发展企稳回升。  

广电市场稳扎稳打，行业地位进一步夯实。公司以重点市场、关键项目、利润订单为拉动，以智能融

合型终端产品为抓手，深挖广电市场潜力，积极参与广西、江苏、四川等省级网络公司优质项目；与江苏、

珠江数码等重要客户建立了战略合作关系；成功取得了歌华有线、龙江网络、北方联合等重点客户集采项

目，公司广电市场根基进一步夯实。 

通信市场精准发力，实现规模利润同步增长。公司围绕通信细分领域下功夫，集中优势力量运作好有

利润、有影响的市场和项目。报告期内，IPTV产品方面，公司中标咪咕视讯科技有限公司智能机顶盒等项

目；光网络终端方面，公司与华为公司等企业级客户合作进一步深化，联合开发多款光网络终端产品，已

形成批量供货能力；光器件产品方面，公司强化与通信知名企业合作，光收发组件（BOSA）产销量稳居行

业前列。 

国际业务严控风险，市场开拓稳步推进。报告期内，公司成功中标哥伦比亚、比利时、格鲁吉亚、俄

罗斯等地区、D-Link等重点客户订单。 

在做好根基业务的同时，公司新领域、新业务蹄疾步稳，战略布局初见成效。公司以机制体制创新促

业务创新，布局“智慧城市”、“智慧医疗”等新业务，大力推动智能安防、电子商务、新能源汽车电子

等新领域，培育公司新经济增长点。 

（二）空管产业 

深入推进产业升级，做精、做优空管产品，实现军航、民航、军贸三大产品市场稳步发展。 

报告期内，公司深耕军航市场，完成区域ADS-B管制中心论证、某型无人机加装防撞产品，公司军航

市场优势地位进一步夯实。 

民航市场方面，公司成功中标四川省低空空域协同运行中心系统及相关配套设备采购项目，该项目作

为全国低空空域协同运行的试点项目和四川省军民融合示范建设项目，公司的成功中标进一步提升了在通

航领域的影响力。 

军贸市场方面，深挖军贸项目合作潜力，公司某航管模拟机项目进展顺利。 

（三）物联网产业 

聚焦“军事信息化”、“智慧城市”、“信息安全”三大领域，进一步提升行业影响力，实现物联网

产业稳定发展。 

军事信息化领域，公司某保障管理综合信息系统正式交付启用，该项目是继航材管理系统后又一套在

军方部署使用的重要业务系统；智慧城市领域，公司成功中标银川批发市场电子结算项目、中烟智能仓库

项目、凉山州水电站下泄生态流量在线监测系统等项目；信息安全领域，成功中标某风洞试验数据管理系

统、某全景运维管理系统等项目，实现物联网产业稳定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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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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数字家庭多媒体

产品 
2,016,641,195.37 295,886,895.61 14.67% 18.00% 76.64% 4.87% 

空管产品 634,371,993.99 179,400,002.00 28.28% 62.97% 22.94% -9.21% 

物联网产品 454,422,308.57 129,045,809.24 28.40% 15.27% 42.60% 5.44% 

技术服务收入 74,997,913.29 63,180,628.24 84.24% -15.02% -12.47% 2.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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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重要会计政策变更 

1、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追溯调整 

会计政策变更的内容和原因 审批程序 备注 

根据财政部2018年6月15日发布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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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企业财务报表格式进行相

应调整，本集团执行对该项会计政策变更涉及的报表项目采用追溯调

整法，对2017年度的财务报表列报项目进行调整 

经第十一届董事会

2019年度第二次会议

批准 

详见下

表 

A：2017年12月31日受影响的合并资产负债表： 

受影响的项目 合并资产负债表 

调整前 调整金额 调整后 

应收票据 261,815,395.99 -261,815,395.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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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收账款 2,240,142,012.78 -2,240,142,012.78  

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   2,501,957,408.77 2,501,957,408.77 

应收利息 791,068.04 -791,068.04  

其他应收款 85,130,886.54 791,068.04 85,921,954.58 

应付票据 343,872,066.28 -343,872,066.28  

应付账款 1,085,088,626.76 -1,085,088,626.76  

应付票据及应付账款   1,428,960,693.04 1,428,960,693.04 

应付利息 1,314,970.58 -1,314,970.58  

应付股利 153,560.00 -153,560.00  

其他应付款 141,581,929.05 1,468,530.58 143,050,459.63 

B：2017年度受影响的合并利润表： 

受影响的项目 合并利润表 

调整前 调整金额 调整后 

管理费用 356,340,776.71 -189,517,175.98 166,823,600.73 

研发费用   189,517,175.98 189,517,175.98 

C：2017年度受影响的合并现金流量表： 

受影响的项目 合并现金流量表 

调整前 调整金额 调整后 

收到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80,162,369.87 29,636,637.86 109,799,007.73 

收到其他与投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44,787,838.49 -29,636,637.86 15,151,200.63 

    二、重要会计估计变更：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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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年合并报表范围减少了四川视听通网络技术有限公司和深圳翔成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董事长： 霞   晖 

 

                             四川九洲电器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 年 4 月 3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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