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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重要提示 

1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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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年度报告全

文。 

2 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半年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

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3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会议。 

4 本半年度报告未经审计。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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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适用 

二 公司基本情况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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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东方通信 600776 - 

B股 上海证券交易所 东信B股 900941 -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郭端端（代行） 方瑞娟 

电话 0571-86676198 0571-86676198 

办公地址 浙江省杭州市滨江区东信大道66号 浙江省杭州市滨江区东信大道66号 

电子信箱 inquiry@eastcom.com inquiry@eastcom.com 

 

2.2 公司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减(%) 

总资产 3,838,277,796.91 3,802,976,653.98 0.9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3,048,990,759.33 3,073,877,813.82 -0.81 

 本报告期 

（1-6月）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47,753,679.01 -317,060,799.12 21.86 

营业收入 1,178,292,563.23 1,057,675,121.38 11.4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50,574,941.94 56,300,373.95 -10.1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39,685,818.33 39,396,694.71 0.73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63 1.85 减少0.22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4026667 0.04482514 -10.17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4026667 0.04482514 -10.17 

 

 

2.3 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 股 

截止报告期末股东总数（户） 186,1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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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结的股份

数量 

普天东方通信集团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44.48 558,712,740 0 无   

中国证券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2.56 32,203,281 0 未知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国有法人 1.37 17,168,500 0 未知   

VANGUARD TOTAL INTERNATIONAL STOCK INDEX FUND 境外法人 0.37 4,614,859 0 未知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华夏中证央企结构调

整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0.36 
4,481,800 

0 未知   

NOMURA SINGAPORE LIMITED 境外法人 0.34 4,262,206 0 未知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博时中证央企结构调整交

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0.29 
3,696,000 

0 未知   

吴嘉毅 境内自然人 0.28 3,460,486 0 未知   

华夏基金－农业银行－华夏中证金融资产管理计划 其他 0.25 3,084,400 0 未知   

NORGES BANK 境外法人 0.23 2,935,960 0 未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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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 

 

 

 

2.4 截止报告期末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前十名优先股股东情况表 

□适用  √不适用  

2.5 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适用  √不适用  

 

2.6 未到期及逾期未兑付公司债情况 

□适用√不适用  

 



三 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3.1 经营情况的讨论与分析 

2019 年上半年，面对复杂多变的宏观经济形势及行业环境，公司紧紧围绕企业网和信息安全、

智能自助设备、信息通信技术服务与运营三大产业生态圈，推进产业转型升级和管理提升，强化

主业优势。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11.78 亿元，同比增长 11.40%。 

(一)企业网和信息安全产业： 

市场拓展方面：轨道交通战略性市场拓展方面取得新进展。其中：基于自主 TETRA 产品的轨

道交通专用无线通信系统成功中标杭州地铁 7、8、9 号线工程；公安 PDT 产品中标宁波轨道交通

5 号线一期工程公安通信系统集成项目和杭州地铁 7、8、9 号线公安消防 PDT 无线通信系统项目；

“宽窄融合、公专结合”解决方案成功在广东、浙江、辽宁等省落地实施。  

产品研发方面：进一步完善“宽窄带融合、公专网结合”方案，启动现场应急通信整体解决

方案研发；全面启动 TETRA 终端研发，完成 400M PDT 系统和终端的研发，同时新一代室外站实现

量产。 

信息安全业务方面：建设中国联通国际局电信防诈骗系统；信令云、话务云、媒体云完成开

发上线工作。 

(二) 智能自助设备产业： 

银行市场拓展方面：新型现金综合智能柜台设备不断获得大行突破，其中，大额现金综合智

能柜台设备入围中总行，并试点商用，在交总行实现入围并开始批量供货，在民生银行总行也成

功入围；大额现金票据综合智能柜台成功中标交总行、河北银行、泰隆银行、明泰银行。CRS 设

备中标山东农信和华夏总行。新型壁挂机设备、手机银行推广设备，入围交总行。智能交接柜设

备，在南海农行扩大了商用试点规模。智能网点系统集成产品，继成功参与中总行北京智慧网点

项目建设后，又获得交行临沂分行、工总行的智慧网点项目。软件平台，中国邮储智能语音客服

平台一期项目成功上线验收；基于 ECFC（东信金融云平台）架构的新一代多渠道接入平台，中标

泰隆银行和江西农信。 

跨界创新市场发展方面：智能政务一体机设备，在杭州投放上线，同时在杭州以外的市场进

行推广；酒店入住自助设备实现商用；智能财务一体机中标电力客户；公安户政设备在湖南、重

庆公安试点上线。 

技术研发方面：面对市场新的发展态势，积极优化内部资源，成功实现了整机设备开发从标

准化产品向个性化定制的转型，报告期内基本满足了不同银行多种设备定制的需求。 



（三）信息通信技术服务与运营产业： 

通信网优业务继续保持与主流设备厂家紧密合作；工程、代维、设计院业务也实现稳定增长，

新签订中移建设上海分公司 2019 年工程服务集中采购项目、中国电信北京公司 2019 年传输施工

项目、2019 年设计院无线网优非核心能力合作服务项目等。  

在新业务拓展方面，中标内蒙古锡林浩特煤矿视频安防监控系统项目、上海铁塔地铁隧道专

项维护项目等。 

（四）其他产业： 

智能制造产业：在做好公司产业生产服务支持工作的基础上积极谋求新发展，EMS 制造加工

业务保持与现有大客户紧密合作，争取老订单份额的同时不断丰富产品线，推进新项目的试制并

完成部分新系列产品的导入。 

科技园区服务：子公司杭州东方通信城有限公司不断夯实租赁板块，调整客户结构，引进优

质客户，园区厂房楼宇保持高出租率。与此同时，积极推进智慧园区建设。 

 

3.2 与上一会计期间相比，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原因及其影响 

√适用  □不适用  

1、2017 年，财政部颁布了修订的《企业会计准则第 22 号—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企业

会计准则第 23 号—金融资产转移》、《企业会计准则第 24 号—套期保值》以及《企业会计准则第

37 号—金融工具列报》（以上 4 项准则以下统称“新金融工具准则”），并要求境内上市的企业

自 2019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新金融工具相关会计准则。本公司自规定之日起开始执行。 

2、财政部于 2019 年 4月 30 日发布《关于修订印发 2019 年度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通知》

（财会[2019]6 号），对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进行了修订。本公司根据财会[2019]6 号规定的财

务报表格式编制 2019 年中期财务报表，并采用追溯调整法调整了可比期间相关财务报表列报。

其中，将应收账款及应收票据项目拆分为“应收账款”及“应收票据”项目，“应付账款及应付

票据”拆分为“应付账款”及“应付票据”项目。 

 

3.3 报告期内发生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更正金额、原因及其影响。 

□适用  √不适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