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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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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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永拓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本公司出具了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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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北京永拓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截至 2018年 12月 31日，公司合并报表实现净

利润-10,613.18 万元,母公司报表实现净利润-8,502.46 万元，年末可供投资者分配的利润为

3,768.18万元。 

鉴于公司合并报表、母公司报表当年度未实现盈利，公司 2018年不满足利润分配条件，综合考虑

2019年经营计划和资金需求情况，为保障公司持续发展、平稳运营及全体股东长远利益，公司 2018

年度不进行现金分红，不以资本公积转增股本、不派送红股。未分配利润将继续留存公司用于补

充生产经营和业务发展所需流动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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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华脉科技 603042 无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朱重北 王静 

办公地址 南京市江宁区东山工业集中区润丰泽

路66号华脉国际广场 

南京市江宁区东山工业集

中区润丰泽路66号华脉国

际广场 

电话 025-52707616 025-52707616 

电子信箱 edd@huamai.cn edd@huamai.cn 



 

2 报告期公司主要业务简介 

（一）公司主营业务 

公司主营业务为通信网络物理连接设备的研发、生产和销售，主要产品包括光通信网络设备和无

线通信网络设备，为电信运营商、电信主设备商和网络集成商提供一流的通信网络连接、无线接

入及整体智能化 ODN 解决方案。公司光通信网络设备产品覆盖了从局端 OLT 到用户端 ONU 的全

系列 ODN 网络建设必需产品，包括 ODN 物理连接及保护设备、光无源器件类、光缆等细分产品；

公司无线通信网络设备产品包括微波无源器件、天线等细分产品。光通信网络设备产品及无线通

信网络设备产品广泛应用于 FTTX、通信网络建设等领域。  

（二）公司经营模式 

1、采购模式 

公司采购模式以《采购管理制度》为基础，综合考虑订单规模以及库存水平等因素而制定采购计

划。公司采购工作由采购部、市场部、质控部共同负责。采购部根据市场部提供的订单情况、既

有库存情况制定采购计划，由专门的采购负责人具体落实采购工作，质控部负责采购产品的质量

检验。 

2、生产模式 

公司通过参加中国移动、中国联通、中国电信三大电信运营商和中国铁塔等客户的招标，中标后

与客户签订框架协议，框架协议明确约定了其采购货的种类型号、细分类产品价格等信息。客户

根据电信工程建设进度，向公司发送发货指令，根据行业经营特点以及客户个性化需求，公司依

据发货指令组织生产。公司产品的关键零部件及重要工序自行生产和安排，部分工序委托加工，

产品从设计、生产、装配、检测、试验均在企业内部完成。 

3、销售模式 

公司下游客户主要包括中国移动、中国联通、中国电信、中国铁塔等电信运营商、广电公司、交

通、轨道等，主要通过参与招投标的方式获取订单。并由运营商的下属各省市分/子公司分批次向

公司下达采购订单。 

（三）行业情况 

我国通信网络建设在互联网的快速发展和通信行业政策的推动下发展迅速。通信设备制造业坚持

技术引进和自主开发相结合，已经形成了一个较为完整的通信设备制造业产业体系，产业链逐步

完善，自主创新能力明显提升，产业规模不断扩大，已成为电子信息产业的支柱产业。近年来，

由于宽带建设和 4G 建设等原因，我国电信固定资产投资规模稳步上升。本报告期，一方面，由



于 4G 投资步入后期，现阶段正处于由 4G 迈向 5G 过渡期，各大运营商放慢 4G 建设投入，同时由

于中国铁塔集中统一建设和运营铁塔资源，推行共建共享节省了三大运营商的资本投入，运营商

提速降费的经营压力，采取集采招标拉低了行业的产品市场价格，经营压力进一步加大。另一方

面，运营商由话音业务逐步转向流量经营，进而向服务提供商转型，在提升网络覆盖及质量，提

升客户体验上有所投入，并加大数据中心的建设和各种智慧应用产业生态的打造，又为公司未来

发展带来商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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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调整后 调整前 

总资产 2,126,810,968.46 1,508,579,531.48 1,508,579,531.48 40.98 1,259,397,805.16 

营业收入 1,030,146,064.70 1,124,331,329.97 1,155,372,022.28 -8.38 997,912,143.83 

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净利润 

-110,343,600.95 73,545,759.08 73,545,759.08 -250.03 83,953,189.39 

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

润 

-114,365,632.03 66,653,917.12 66,653,917.12 -271.58 66,624,735.38 

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净资产 

783,703,195.75 875,898,971.84 875,898,971.84 -10.53 459,721,786.05 

经营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量净额 

-53,324,953.04 -175,421,889.51 -175,421,889.51 -69.60 115,422,658.40 

基本每股收益 

（元／股） 

-0.7957 0.6037 0.6037 -231.80 0.8231 

稀释每股收益 

（元／股） 

-0.7957 0.6037 0.6037 -231.80 0.8231 

加权平均净资产

收益率（%） 

-13.39 10.56 10.56 减少

23.95个

百分点 

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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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9,139,935.03 232,559,825.63 226,842,959.66 301,603,344.3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 
8,325,626.21 -13,914,560.56 -16,620,939.31 -88,133,727.2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7,589,646.97 -14,018,197.98 -17,029,716.57 -90,907,364.45 



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后的净利润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129,939,762.50 -68,180,574.46 -33,110,946.86 177,906,330.78 

 

季度数据与已披露定期报告数据差异说明 

√适用  □不适用  

（1）、季度数据与已披露定期报告数据的差异经逐笔核查，以下业务的交易实质与公司日常生

产经营不相关，我们按净额法确认收入进行了调整，具体明细如下表：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客户名称 影响季度 影响收入金额 影响成本金额 

南京第五十五所技术开发有限公司 第一季度（1-3 月） -50,456,607.70 -50,456,607.70 

工信通（北京）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第二季度（4-6 月） -9,662,188.45 -9,662,188.45 

南京旭飞光电有限公司 第三季度（7-9 月） -12,830,086.16 -12,830,086.16 

北京神州高铁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第二季度（4-6 月） -4,996,657.26 -4,996,657.26 

 

（2）、季度数据与已披露定期报告数据的差异经核查以下销售业务不予确认收入成本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客户名称 影响季度 影响收入金额 影响成本金额 

北斗导航位置服务（北京）有限公司 第二季度（4-6 月） -51,656,910.34 -35,091,484.41 

普天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第二季度（4-6 月） -53,802,516.59 -45,745,679.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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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757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末的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15,904 

截止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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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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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胥爱民 0 34,971,428 25.22 34,971,428 无 0 境内

自然

人 

上海金融发展投资基

金（有限合伙） 

-1,343,341 15,215,100 10.97 0 无 0 境内

非国

有法



人 

王晓甫 0 11,127,273 8.02 0 无 0 境内

自然

人 

张凡 -856,995 7,885,862 5.69 0 无 0 境内

自然

人 

鲁仲明 -220,000 6,933,247 5.00 0 无 0 境内

自然

人 

吴珩 0 4,768,831 3.44 0 无 0 境内

自然

人 

张国红 -35,300 3,143,921 2.27 0 无 0 境内

自然

人 

窦云 -603,900 2,575,321 1.86 0 无 0 境内

自然

人 

吴体荣 -794,805 2,384,416 1.72 0 无 0 境内

自然

人 

谭斌 -1,652,900 1,526,321 1.10 0 无 0 境内

自然

人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

明 

上述股东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属于一致行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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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10.30 亿元，较去年同期下降 8.38%，主要产品 ODN网络物理连接

及保护设备收入 36,654.48 万元，较上年同期下降 27.74%，光缆类收入 24,556.38 万元，较上年

同期上升 32.63%，光无源器件类收入 17,874.91万元，较上年同期下降 19.46%，微波无源器件类

收入 4,804.80万元，较上年同期下降 50.79%，无线类收入 5,436.62万元，较上年同期上升 13.58%，

新增发电机组类收入 7,826.40 万元。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

-11,436.56万元，较上年同期下降 271.58%。 

报告期内，公司营业利润下降的主要原因是： 



（1）受通信行业整体运营周期影响，目前运营商集采招标主要以最低价中标的模式拉低了公司产

品的销售价格，而原材料价格并未同比下降，部分原材料价格甚至上升，导致公司整体毛利率下

降； 

（2）限制性股票股份支付费用加速确认，导致期间费用增加金额较大； 

（3）大额应收账款的坏账计提，导致全年资产减值损失金额大幅增加； 

（4）公司本期因借款增加、新增子公司等因素导致期间费用同比大幅增加； 

（5）公司控股子公司江苏道康未完成 2018年度业绩承诺计提商誉减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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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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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公司 2018年 9月 20日召开的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财政部 2018 年 6 月

发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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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规定

对企业财务报表格式进行相应调整，将原“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行项目归并至“应收票据

及应收账款”；将原“应收利息”、“应收股利”及“其他应收款”行项目归并至“其他应收

款”；将原“固定资产”及“固定资产清理”行项目归并至“固定资产”；将原“工程物资”及

“在建工程”行项目归并至“在建工程”；将原“应付票据”及“应付账款”行项目归并至“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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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应付款”；将原“长期应付款”及“专项应付款”行项目归并至“长期应付款”；利润表中“管

理费用”项目分拆“管理费用”和“研发费用”明细项目列报；利润表中“财务费用”项目下增

加“利息费用”和“利息收入”明细项目列报；所有者权益变动表新增“设定受益计划变动额结

转留存收益”项目。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仅对公司财务报表项目列示产生影响，对公司当期损益、资产总额、净资产均

无影响。本公司相应追溯重述了比较报表。 

2、经公司 2018年 3月 27日召开的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公司将单项金额重大的



应收账款的确认标准由 200万元变更至 1,000万元。 

本次会计估计变更对公司当期损益、资产总额、净资产均无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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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 年华脉科技与南京第五十五所技术开发有限公司签订销售合同，不含税销售金额为

33,524,388.88 元，并与南京衡尔辉网络科技有限公司签订该批产品的采购合同，不含税采购金

额为 31,040,692.31 元；2017 年 12 月，公司对该笔业务以总额法核算，确认相关营业收入及营

业成本。在 2018年度报告编制期间，公司对该笔业务进行复核，认为该笔业务开展过程中，公司

并不承担与合同中所涉货物或服务有关的风险，对货物或服务的价值不具有直接或者间接的定价

权，公司未承担与合同所涉的商品或服务的所有权上的主要风险和报酬，根据实质重于形式原则，

该业务应以净额法核算。公司根据相关规定对上述事项进行会计差错更正处理，采用追溯重述法

相应调整 2017年度合并利润表与母公司利润表中营业收入、营业成本项目，分别调减营业收入、

营业成本 31,040,692.31元。 

前期差错更正对合并财务报表影响：  

单位：元 

报表项目 

2017年度 

调整前 调整数 调整后 

营业收入 1,155,372,022.28 -31,040,692.31 1,124,331,329.97 

营业成本 836,291,760.33 -31,040,692.31 805,251,068.02 

前期差错更正对母公司财务报表影响：  

单位：元 

报表项目 

2017年度 

调整前 调整数 调整后 

营业收入 1,067,165,461.75 -31,040,692.31 1,036,124,769.44 

营业成本 808,789,884.40 -31,040,692.31 777,749,192.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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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本期合并财务报表范围 



本期财务报表合并范围包括公司及公司的全资子公司南京华脉光纤技术有限公司、南京华脉物联

技术有限公司、南京华脉光缆技术有限公司、南京华讯科技有限公司、南京华脉软件技术有限公

司、南京华脉众创服务有限公司、南京华脉智慧云科技有限公司、江苏华脉新材料有限公司以及

控股子公司浙江华脉才华科技有限公司、江苏华脉光电科技有限公司、江苏道康发电机组有限公

司。 

（2）本期合并财务报表范围变化情况 

本期新纳入合并范围的子公司包括：新设子公司江苏华脉光电科技有限公司、南京华脉智慧云科

技有限公司、江苏华脉新材料有限公司、浙江华脉才华科技有限公司，非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取

得子公司江苏道康发电机组有限公司。 

本期减少的子公司包括：深圳前海元启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