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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重要提示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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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者应当到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等中国证监会指定媒体上仔细阅读年度报告全文。 

1.1 独立董事何和平、谢仲华无法保证本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理由是：均保留对以前

及本年度未被发现之重大错漏可能对 2018 年度（年末）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及现金流量公

允表达的影响。请投资者特别关注。除上述两位独立董事外，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

员保证本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 

2 未出席董事情况 

未出席董事职务 未出席董事姓名 未出席董事的原因说明 被委托人姓名 

董事长 徐千 工作 王治义 

董事 韩志杰 工作 成暐 

独立董事 李建平 工作 何和平 

3 中审众环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本公司出具了带强调事项段、其他事项段或与持

续经营相关的重大不确定性段的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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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经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不分配，不转增。 

 

二 公司基本情况 

1 公司简介 

公司股票简况 

股票种类 股票上市交易所 股票简称 股票代码 变更前股票简称 

A股 上海证券交易所 *ST上普 600680 上海普天 

B股 上海证券交易所 *ST沪普B 900930 沪普天B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李中耀 詹佳敏 

办公地址 上海市宜山路700号A3楼 上海市宜山路700号A3楼

214室 

电话 021-64832699 021-64832699 

电子信箱 zhengquanb@shpte.com zhanjm@shpte.com 

 

2 报告期公司主要业务简介 

公司业务包含商业自动化、能源集成和通信安防、印刷电路板制造及工业园区经营管理等。        



商业自动化方面，是国内较早研发制造现代商用终端设备、第二代身份证识别器、通用读卡

器系列、彩票销售终端及相关商业计算机信息管理系统的专业公司，被国家相关部门和上海市认

定为商业自动化机具定点生产单位，还入围公安部授权的二代证生产企业之一，现在开发研制出

智能警用系列、指纹验证系列、蓝牙读卡等数十款机型。  

能源集成方面，在智能、绿能、节能、储能的核心经营理念下，不断开发利用各类节能减排

的新产品和新技术，提供整体能源解决方案和规划建设运营一体化服务。可提供智慧低碳城市顶

层规划设计、分布式能源中心建设（将太阳能、风能、LED 智能照明、地源热泵耦合冰蓄冷、冷

热电联供、余热回收等多种新能源技术整合应用)、冷热能回收再利用、智能照明及城市亮化、智

慧化城市能源管理平台、节能减排改造等整体能源解决方案。 

通信安防方面，主要经销交换机等业务，客户面向电信运营商等，其中 IPPBX 市场在上海移

动交换机业务市场有较大市场份额。 

印制电路板制造方面，公司下属子公司上海山崎电路板有限公司从国外引进的印制电路板生

产、测试设备和技术，为国内外用户提供高质量的印制电路板。其在高密度电路板方面具有独特

的优势，具有精细化生产的特点，重品质的认证管理系统，有完善地生产技术管理体系和一支懂

技术的熟练的生产队伍，其生产的多层电路板、高密度电路板品质技术档次高，具有很高的市场

竞争力。 

公司工业园位于上海市工业综合开发区内，已建成投入使用的厂房和科研、办公建筑共约 10 

万平方米。工业园享有开发区产业综合配套政策。是以新能源、新材料、电子机电一体化、美丽

健康产业为主的新型产业园区。 

3 公司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3.1 近 3 年的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2018年 2017年 

本年比上年 

增减(%) 
2016年 

总资产 1,895,057,964.78 2,077,550,753.04 -8.78 2,644,420,462.65 

营业收入 258,316,581.13 640,309,393.21 -59.66 688,267,856.49 

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净利

润 

-198,644,731.21 -350,127,651.18   -473,141,287.26 

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扣除

非经常性损益

的净利润 

-142,336,118.14 -423,718,392.32   -479,366,740.73 

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净资

166,073,221.65 365,008,142.40 -54.50 715,244,524.23 



产 

经营活动产生

的现金流量净

额 

56,910,846.93 -2,734,596.13   8,486,948.37 

基本每股收益

（元／股） 

-0.520 -0.916   -1.238 

稀释每股收益

（元／股） 

-0.520 -0.916   -1.238 

加权平均净资

产收益率（%） 

-74.767 -64.817   -49.705 

 

3.2 报告期分季度的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第一季度 

（1-3月份） 

第二季度 

（4-6月份） 

第三季度 

（7-9月份） 

第四季度 

（10-12月份） 

营业收入 68,057,138.96 65,225,655.40 56,567,540.55 68,466,246.2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利润 
-19,785,631.12 -62,450,013.79 -28,792,952.03 -87,616,134.2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后的净利润 

-19,519,876.34 -34,625,285.78 -18,924,512.23 -69,266,443.79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净额 
-1,985,159.85 -12,138,819.26 -1,967,346.83 73,002,172.87 

 

季度数据与已披露定期报告数据差异说明 

□适用  √不适用  

4 股本及股东情况 

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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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止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36,783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末的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36,786 

截止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不适用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不适用  

前 10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全称） 

报告期内

增减 

期末持股数

量 

比例

(%) 

持有有

限售条

件的股

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东 

性质 股份 

状态 
数量 

中国普天信息产业股

份有限公司 

0 192,073,258 50.25 0 无 0 国有法

人 

何炜 1,663,702 5,552,505 1.45 0 未知   境内自

然人 

傅频青 -121,900 2,428,100 0.64 0 未知   境内自



然人 

毛瓯越 1,499,931 1,499,931 0.39 0 无 0 境内自

然人 

高巧珍 551,400 1,041,000 0.27 0 未知   境内自

然人 

陈庆桃 1,001,600 1,001,600 0.26 0 无 0 境内自

然人 

葛建平 450,200 926,100 0.24 0 未知   境内自

然人 

国元证券经纪（香港）

有限公司 

-15,000 914,828 0.24 0 未知   境外法

人 

缪明华 20,000 870,000 0.20 0 未知   境内自

然人 

裘兴祥 52,200 757,353 0.20 0 未知   境内自

然人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

明 

上述股东之间未知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持股变动信息披露管理办法》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

量的说明 

不适用。 

 

4.2 公司与控股股东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的方框图 

√适用  □不适用  

 

4.3 公司与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的方框图 

√适用  □不适用  

 



4.4 报告期末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 10 名股东情况 

□适用  √不适用  

5 公司债券情况 

□适用  √不适用  

三 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1 报告期内主要经营情况 

商业自动化板块：2018年共计完成销售收入1,866.83万元，其中二代证产品销售收入为1,600

万元，累计销量 17,173 台。全年现金流 660万元，解决历史逾期应收款 440万元，历史库发商品

回款 730万元。 

能源集成板块：完成北京京东 3 个项目审计工作；完成仁济医院三期节能量的确定，并签订

闭口合同，收取三期项目逾期应收账款；完成复旦光华楼项目 2018年节能量认定；深圳路灯项目

有序推进，完成六期节能量认定；完成武汉普天光伏发电项目 2016-2018 发电量确认工作，完成

二钢项目五年节能量的认定工作。参与东航上海基地 3 个机库照明改造项目，东航北京新机场新

型能源节能项目；跟进中电桑飞河南新乡路灯项目；配合普天信息技术跟踪重庆智慧谷弱电智能

化项目、西安大运会场馆智能化项目；与中国航天八院针对分布式能源领域的项目展开紧密合作。 

安防监控板块：中标上海移动 2018-2019 年 IMS 客户端维保服务，确保了上海普天在上海移

动 IPPBX 的服务主导地位。完成上海普天园区应急呼叫系统和安防监控改建项目方案，中标上海

普天园区视频监控重置和地下车库停车服务系统项目。 

工业园建设：全年实现业务收入 3,876万元，利润 1,510 万元，现金流 1,800 万元，园区年

平均出租率进一步攀升至 92.9%，园区企业总营业收入，达到 45.6亿元，税收贡献预计将达到 3.59

亿元，较去年同期分别上升了 10%和 44%；园区基础管理进一步得到提升，逐步形成产业集聚效应。 

营销中心：与黑龙江振宁公司作为联合体中标宁波市奉化区未来城科普中心布展设计施工工

程项目，项目主要对展馆的各个展览区域进行布展设计及工程 EPC总承包。 

印制电路板生产加工：2018年营业收入 1.68亿元、利润总额 621万元。 

 

2 导致暂停上市的原因 

□适用  √不适用  

 

3 面临终止上市的情况和原因 

√适用  □不适用  

鉴于公司 2015年、2016年和 2017年连续三年亏损，公司股票已被上海证券交易所暂停上市，

且公司 2018年年度经营业绩仍亏损。为保护投资者利益，避免退市整理期股价波动给中小股东造



成影响，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相关法律法规规定，公司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

三十九次会议、2019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于以股东大会方式主动终止公司股票

上市事项的议案》，公司以股东大会方式主动撤回 A股和 B股股票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的交易，并在

取得上海证券交易所终止上市批准后转而申请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转让。 

 

4 公司对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变更原因及影响的分析说明 

√适用□不适用  

（1）财政部于 2018 年 9月发布了《关于 2018年度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有关问题的解读》，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收到的扣缴税款手续费，应作为其他与日常活动相关的项

目在利润表的“其他收益”项目中填列。 

会计政策变更

的内容和原因 
审批程序 

合并财务报表 母公司财务报表 

受影响的报表项

目名称 
影响金额 

受影响的报

表项目名称 
影响金额 

财政部于2018

年9月发布了

《关于2018年

度一般企业财

务报表格式有

关问题的解读》 

不适用 

2017年度其他收

益项目 
217,012.42 

2017年度

其他收益项

目 

217,012.42 

2017年度营业外

收入项目 
-217,012.42 

2017年度

营业外收入

项目 

-217,012.42 

（2）财政部于2018年6月发布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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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集团根据相关要求按照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适用于尚未执行新金融准则和

新收入准则的企业）编制财务报表：（1）原“应收票据”和“应收账款”项目，合并为“应收票

据及应收账款”项目；（2）原“应收利息”、“应收股利”项目并入“其他应收款”项目列报；

（3）原“固定资产清理”项目并入“固定资产”项目中列报；（4）原“工程物资”项目并入“在

建工程”项目中列报；（5）原“应付票据”和“应付账款”项目，合并为“应付票据及应付账款”

项目；（6）原“应付利息”、“应付股利”项目并入“其他应付款”项目列报；（7）原“专项应

付款”项目并入“长期应付款”项目中列报；（8）进行研究与开发过程中发生的费用化支出，列

示于“研发费用”项目，不再列示于“管理费用”项目。 

本集团根据上述列报要求相应追溯重述了比较期间数据，导致本期财务报表和比较期间原财

务报表的部分项目列报内容不同，但追溯重述数据对本集团合并财务报表和母公司财务报表相关

期末或期间的合并及母公司股东权益总额和合并及母公司净利润金额无影响。 

5 公司对重大会计差错更正原因及影响的分析说明 

□适用√不适用  

 

6 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对财务报表合并范围发生变化的，公司应当作出具体说明。 

√适用□不适用  

截至报告期末，纳入合并财务报表范围的子公司共计 8家，详见财务报告九。 

本报告期合并财务报表范围变化情况详见财务报告八。 



上海普天邮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9年 4月 26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