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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359                               证券简称：北讯集团                      公告编号：2019-036 

北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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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致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本公司出具了无法表示意见的审计报告，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对相关事项已有详细

说明，请投资者注意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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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讯集团 股票代码 0023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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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岩  

办公地址 北京市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万源街22号  

电话 010-67872489-3780  

电子信箱 irm@northcomgroup.cn  

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1、电信业务 

公司全资子公司北讯电信是经国家工业和信息化部批准，跨省经营的无线宽带网的网络运营商，许可经营的电信业务主

要包括：无线数据通信、卫星通信、互联网接入、信息服务、多方通信、呼叫中心等业务。公司电信业务秉承“新时代、新

网络、新服务”的发展理念，坚持以云为核心，以网为基础，以端为支撑，及创新的运营服务模式，为多部门、多行业、多

系统构建一个专用、高速、宽带融合通信平台，向政府部门和行业用户提供安全、稳定、及时的网络通信服务和深度融合的

解决方案， 

目前，公司主要建设并运营天津、上海、广东、河北、山西三省两市的1400MHz无线宽带专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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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讯电信依托专网安全、稳定、及时的独特优势，将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人工智能等先进的技术与智慧城市建设

进程中的数字化、智能化应用需求相结合，满足政府部门及行业用户对高质量数据传输和超可靠网络安全的需求，主要应用

于无线政务、公共安全、社会管理、应急通信及物联网等领域，并在公安、武警、消防、应急、交通、司法、港口、机场、

燃气等47个行业和领域得到了广泛应用，成为智慧城市建设、行业信息化建设的重要网络支撑。 

 同时，北讯电信也是国内首家获批采用 eMTC 技术建设面向 5G 的物联专网的公司。2018 年 6 月 15 日，北讯电信收到

国家工信部批复（工信部无函[2018]214 号），获准采用 eMTC技术建设面向 5G 的物联专网，并在天津、上海、广州、深圳、

珠海、石家庄、沧州等 7 个城市进行先期技术试验。 

eMTC 物联网具有大容量、广覆盖、低功耗、可移动性、低成・{、高传输速率、低传输延时、支持 VoLTE 等特点，其每

个蜂窝小区支持 10 万个以上终端接入、网络覆盖比 GPRS 增强近 13・{、终端待机可达 10 年、具有全移动性、传输速率可

达 1Mbps、传输时延为百毫秒级，可以满足物联网对于数据传输高可靠性、关键业务型和低时延用例需求，可以支持丰富、

创新的物联应用。相比于 NB-IoT 窄带物联网，eMTC-P 物联专网具有传输速率更快、延时更低、支持移动性、支持定位、更

好地支持 VoLTE 语音通信等特性，可以满足更加丰富的业务场景需要。 

 

目前，公司已在天津市、上海市、广东省、河北省部分地区在1447－1467MHz频段内开始以TDD方式基于eMTC技术

进行物联专网（enhanced Machine Type of Communication-Proprietary，专用的增强机器类型通信，以下简称“eMTC－P”）技

术试验。目标是用户设备可以基于北讯电信的宽带无线网，在1447-1467MHz专用频段上进行带内叠加，在直接接入现有LTE

网络，实现安全、可靠、专享的中速率、准宽带物联网通信。该项目将进一步的增强公司核心竞争力，对公司主营业务的长

期稳定发展产生积极影响。 

    此外，自2013年，国内设立第一批智慧城市时试点开始，公司即在云服务、大数据、物联网等技术等方便积极探索，为

实现智慧城市做准备。目前智慧城市项目中，城市运营管理，政府政务，城市大数据，交通出行，城市应急等项目快速成长，

需求较大，公司将立足大湾区，抓住历史机遇，为公司业务发展做好长期规划。 

2、铁塔业务 

公司铁塔业务主要产品为输电塔、通讯塔。输电塔主要应用于电力传输领域，如架空高压输电线路变电站、各种避雷设

施和变压设备的支撑，包括角钢塔和钢管塔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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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96,492,174.00 2,095,872,420.50 28.66% 940,127,834.2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107,271,018.59 217,631,300.17 -608.78% -48,415,057.3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1,143,400,619.56 224,918,450.10 -608.36% 42,009,976.47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805,662,574.00 542,299,737.49 48.56% 5,755,371.09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1.02 0.21 -585.71% -0.0683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1.02 0.21 -585.71% -0.0683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20.01% 5.04% -25.05% -5.28% 

 2018 年末 2017 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

减 
2016 年末 

资产总额 15,930,807,157.05 12,605,038,542.03 26.38% 1,808,330,926.7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4,982,742,296.83 6,088,363,579.80 -18.16% 893,249,534.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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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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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业收入 852,148,565.19 1,117,281,601.81 812,815,935.82 -85,753,928.8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 
104,109,155.94 156,890,352.06 274,786,510.34 -1,643,057,037.0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

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99,926,091.96 152,183,127.37 83,889,295.18 -1,479,399,134.00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

额 
647,426.19 517,842,152.32 312,263,418.47 -25,090,422.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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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6,378 

年度报告披露日

前一个月末普通

股股东总数 

65,1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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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龙跃实业集

团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

有法人 

382,115,013.00

% 
156,288,623 380,486,613 

质押 380,486,613 

冻结 382,115,013 

天津信利隆

科技有限公

司 

境内非国

有法人 
99,298,361.00% 99,298,361 98,969,839 

质押 98,969,839 

冻结 98,969,839 

任志莲 
境内自然

人 
63,517,426.00% 6,953,518 24,360,000 

质押 24,360,000 

冻结 2,537,058 

云南德勤贸

易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

有法人 
46,356,793.00% 46,356,793 46,356,793 质押 46,356,793 

兴业财富资

产－兴业银

行－兴业财

富－兴隆 17

号特定多客

户资产管理

计划 

其他 41,897,211.00% 41,897,211    

华信信托股

份有限公司

－华信信

托·工信 23

号集合资金

信托计划 

其他 19,881,939.00% 0    

陕西省国际

信托股份有

限公司－陕

国投·鑫鑫向

荣 85 号证券

投资集合资

金信托计划 

其他 18,836,422.0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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兴业财富资

产－兴业银

行－兴业财

富－兴隆 18

号特定多客

户资产管理

计划 

其他 18,542,718.00% 18,542,718    

深圳市京基

互金科技产

业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

有法人 
13,504,990.00% 0 13,504,990 质押 13,504,990 

长安国际信

托股份有限

公司－长安

信托－长安

投资620号证

券投资集合

资金信托计

划 

其他 12,427,964.00%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

行动的说明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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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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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参照披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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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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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讯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 2018 年非

公开发行公司债

券（第一期） 

18 北讯 01 114290 
2021 年 01 月 19

日 
70,000 8.00% 

北讯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 2018 年非

公开发行公司债

券（第二期） 

18 北讯 03 114334 
2021 年 04 月 25

日 
76,250 8.00% 

北讯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 2018 年非

公开发行公司债

券（第三期） 

18 北讯 04 114354 
2021 年 07 月 16

日 
53,750 7.80% 

报告期内公司债券的付息兑

付情况 
不适用 

（2）公司债券最新跟踪评级及评级变化情况 

公司已委托联合信用评级有限公司（“联合评级”）担任公司债券的评级机构，18北讯01、18北讯03及18北讯04评级结果相同，

均为AA，评级展望为“稳定”，代表公司偿还债务的能力很强，受不利经济环境的影响不大，违约风险很低。 

2018年6月8日，联合评级出具《北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公司债券2018年跟踪评级报告》，18北讯01、18北讯03债

券信用等级为AA。 

2018年9月19日，联合评级出具《关于下调北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主体长期信用等级及存续期债券信用等级并将评级展望调

整为负面的公告》，18北讯01、18北讯03及18北讯04债券信用等级于2018年9月19日下调为AA-。 

2018年10月24日，联合评级出具《关于下调北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主体长期信用等级及存续期债券信用等级的公告》，18北

讯01、18北讯03及18北讯04债券信用等级下调至A。 

2018年12月12日，联合评级出具《关于下调北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主体长期信用等级及存续期债券信用等级的公告》，18北

讯01、18北讯03及18北讯04债券信用等级下调为BBB+。 

2019年1月7日，联合评级出具《关于下调北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主体长期信用等级及存续期债券信用等级的公告并将评级展

望调整为负面的公告》，北讯01、18北讯03及18北讯04债券信用等级下调为BB。 

公司债券全部评级结果及报告已披露至深圳证券交易所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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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报告期内主营业务是否存在重大变化 

□ 是 √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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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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讯终端销售 
1,109,245,503.

88 
371,275,348.49 33.47% 0.75% 72.57% -0.49% 

通信服务 872,714,620.36 212,450,963.91 24.34% 0.68% -26.22% -31.07% 

铁塔类产品 636,963,182.99 51,656,604.14 8.11% -0.10% -46.85% -5.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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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受宏观经济下行和金融去杠杆等因素的影响，公司股票价格在2018年5月出现异常波动后，公司控股股东出现平仓

风险，同时，相关金融机构为避免风险，使得公司融资难度剧增，伴随公司债务陆续到期，公司的偿还债务的压力加大。公

司债务逾期导致诉讼事项及公司银行账户被冻结，对公司的正常运行、经营管理造成了一定的不利影响，对公司本期利润产

生很大影响也会对期后利润产生一定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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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要会计政策变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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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

董事会第五届第十二次决议通过，本集团对财务报表格式进行了以下修订： 

A、资产负债表 

将原“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行项目整合为“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 

将原“应收利息”及“应收股利”行项目归并至“其他应收款”； 

将原“固定资产清理”行项目归并至“固定资产”； 

将原“工程物资”行项目归并至“在建工程”； 

将原“应付票据”及“应付账款”行项目整合为“应付票据及应付账款”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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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原“应付利息”及“应付股利”行项目归并至“其他应付款”； 

将原“专项应付款”行项目归并至“长期应付款”。 

B、利润表 

从原“管理费用”中分拆出“研发费用”； 

在“财务费用”行项目下分别列示“利息费用”和“利息收入”明细项目； 

C、股东权益变动表 

在“股东权益内部结转”行项目下，将原“结转重新计量设定受益计划净负债或净资产所产

生的变动”改为“设定受益计划变动额结转留存收益”。 

本集团对可比期间的比较数据按照财会[2018]15号文进行调整。 

财务报表格式的修订对本集团的资产总额、负债总额、净利润、其他综合收益等无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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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018年8月，公司全资下属公司北讯电信设立北讯云联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4）对 2019 年 1-3 月经营业绩的预计 

□ 适用 √ 不适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