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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万隆光电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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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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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审议本报告的董事会会议。 

致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本年度公司财务报告的审计意见为：标准的无保留意见。 

本报告期会计师事务所变更情况：公司本报告期会计师事务所未发生变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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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经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的普通股利润分配预案为：以 68,614,000 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0.4 元

（含税），送红股 0 股（含税），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转增 0 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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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万隆光电 股票代码 3007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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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郑静 姚震远 

办公地址 杭州市萧山区瓜沥友谊村 杭州市萧山区瓜沥友谊村 

传真 0571 -82565300 0571 -82565300 

电话 0571 -82150729 0571 -82150729 

电子信箱 prevail@prevail-catv.com prevail@prevail-catv.com 

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一）主要产品及经营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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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广电网络设备及数据通信系统领域 

公司主要从事广电网络设备及数据通信系统的研发、生产、销售和技术服务，是国内领先的广电网络设备及数据通信系

统整体解决方案提供商。公司主要产品包括有线电视光纤传输设备、有线电视电缆传输设备、前端系统、数据通信系统，产

品涵盖全球广电网络主流技术方案，主要应用于广电领域中的传输网络、双向化改造、优化升级及宽带接入等。在“三网融

合”、“宽带中国”的政策背景下，基于公司齐全的产品线、自主研发和持续的技术创新能力，为广电运营商提供广电网络设

备及数据通信系统整体解决方案。 

公司产品主要应用于广电网络领域，已经进入全国二十余个省级平台，广泛应用于国家各级广电网络运营公司，包括北

京、上海、广东、广西、福建、江西、甘肃、贵州、云南、吉林、河南等省级广电网络系统，以及近千个地市、县有线电视

网络公司。公司还积极开拓海外市场，产品已经进入越南、印度尼西亚、台湾、新加坡、土耳其、俄罗斯、英国、德国、美

国等多个国家和地区。 

公司的主要产品服务如下： 

主营业务 产品/服务形式 主要用途 

有线电视光纤传输设备 
光发射机、光接收机、光放大器、光工作

站和光平台 
将有线电视信号从前端机房通过光纤传输到用户端 

有线电视电缆传输设备 放大器、分支分配器、射频设备等 
通过同轴电缆实现有线电视信号及宽带数据从前端

机房到用户家中的传输 

前端系统 
卫星接收机、网络适配器、编码器、复用

器、网关、加扰机、调制器等 

主要用于接收并处理卫星信号、本地信号、自办节目

等电视信号，对这些电视信号进行加扰、调制复用等

相关处理，再将电视信号传输到后级的有线电视网络 

数据通信系统 
G/EPON设备（OLT，ONU）、FTTH光终

端（二合一、三合一）、EOC设备等 
为用户在广电网络中提供数据接入业务 

公司自成立以来，作为广电网络设备及数据通信系统整体解决方案提供商，主营业务及主要业务模式未发生重大变化。

公司目前主要的经营模式如下： 

（1）销售模式 

公司销售包括国内销售和国外销售，其销售模式主要分为直销模式与经销模式两种。 

其中国内销售的直销是公司直接面向广电运营商或其他设备集成商，以自己的名义参与招投标或商业谈判，直接销售产

品并提供技术服务的销售模式。公司以自主品牌销售为主，少量产品以ODM方式销售。经销模式是公司与经销商直接签订

合同，将产品销售给经销商，实现产品风险和责任的转移，由经销商自行负责销售。公司向境外客户的销售模式以经销为主，

少量的直销为辅。 

（2）生产模式 

公司根据下游客户需求的特点，采取“以销定产”的生产模式 ，并根据订单业务区域分布的特点进行安排。 

（3）采购模式 

公司产品的主要原材料为光电模块、放大模块、光纤通讯模块、探测器、激光器等，由公司采购部统一向供应商采购。

公司采取“以产定购”的方式，根据生产计划及库存材料情况制定采购计划。采购部根据请购单要求的技术标准、型号、数量

向合格供应商询价，经比价后向选中的供应商下达订单，并跟踪订单进度，到货后经检测入库。 

2、面向电信运营商的运营服务、内容服务等增值电信业务领域 

公司的控股子公司欣网卓信是一家集运营服务、内容服务于一体的增值电信业务综合服务提供商，隶属于软件和信息技

术服务业。公司为电信运营商提供运营服务、内容服务等增值电信业务综合运营服务，形成了以综合运营服务为主，音乐、

电竞、动漫和教育等内容服务为辅的业务体系。其子公司杭州沂滨科技有限公司主要为电信运营商提供音乐、电竞、游戏、

教育等增值电信业务的内容服务。 

欣网卓信客户主要是面向三大运营商及广大通信用户，为其提供技术支撑及产品服务等。作为一家国家高新技术企业，

公司凭借多年运营经验和技术积累确立了细分市场的差异化竞争优势，与浙江电信、安徽电信、湖南电信、河南电信、山东

电信、陕西电信、吉林联通等多家省级电信运营商，以及中国移动咪咕音乐有限公司、中国联通音乐运营中心、天翼爱音乐

文化科技有限公司和成都天翼空间科技有限公司等电信运营商增值业务基地建立了稳定良好的合作关系。 

欣网卓信的主要业务如下： 

（1）运营服务 

欣网卓信拥有专业的运营团队和自主研发的运营工具，为电信运营商的增值电信业务提供全程个性化深度运营服务。公

司主要针对增值电信业务中的音乐业务、视讯业务和电商业务，根据电信运营商的实际需求，具体从事包括产品设计、业务

优化、门户运营、渠道拓展、数据挖掘、营销推广等运营服务。 

（2）内容服务 

欣网卓信作为内容提供商的角色为电信运营商提供包括音乐、电竞、动漫和教育等内容在内的增值电信业务内容服务。

公司通过向内容创作方支付版权金或者以收入分成的形式整合各项优质内容资源，经由电信运营商平台接入移动网络和

IPTV网络，向消费者提供音乐、视讯、动漫和教育类的增值电信业务服务。 

欣网卓信的主要经营模式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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欣网卓信提供的运营服务主要针对增值电信业务中的音乐业务、视讯业务和电商业务。例如，音乐业务是指电信运营商

为终端消费者提供音乐下载、彩铃单曲/音乐盒订购等增值电信服务。欣网卓信根据电信运营商在业务运营中的实际需求，

为运营商从事与该类业务相关的产品设计、业务优化、门户运营、渠道拓展、数据挖掘、营销推广等运营服务。 

欣网卓信提供的内容服务是指欣网卓信通过整合各项音乐、电竞、动漫和教育等内容资源，经由电信运营商平台接入移

动网络，向终端消费者提供音乐、电竞、动漫和教育类的增值电信业务服务。在电信运营商向使用增值电信服务业务的终端

用户收取信息服务费后，欣网卓信通过与电信营运商对信息服务费按一定比例分成获取业务收入。 

3、公司在报告期内完成了对英脉通信51%股权的投资，英脉通信成为公司的控股子公司，以下为英脉通信的主要产品

及经营模式： 

英脉通信是一家以宽带接入终端、无线通信设备、光通信设备和互联网智能设备等产品的研发、生产、销售与服务为主

的高科技公司，公司致力于为网络设备品牌商、运营商、集成商等客户提供多元化、个性化的OEM、ODM或JDM服务。主

要产品包括XDSL（XDSL、G.FAST）终端系列，光接入（EPON、GPON、10G PON）终端系列、智能无线（WIFI）及智

能移动（4G、5G）终端系列，机顶盒系列（OTT、IPTV）和其它终端系列（PLC、IPC、智能音箱等）。 

4、公司在报告期内完成了对晨晓科技52.99%股权的投资，晨晓科技成为公司的控股子公司，以下为晨晓科技的主要产

品及经营模式： 

晨晓科技自成立以来，一直致力于最新国际标准的基于MPLS-TP分组网络技术的产品和技术开发，提供可满足大型城

域网从核心层到汇聚层和接入层的整体解决方案，主要应用领域包含4G/5G移动回传、能源、交通、政企等大型数据传输网

络，主要产品为用于4G/5G回传承载网的PTN系列产品，为业界为数不多的除华为、烽火通信外能提供全系列基于MPLS-TP

技术标准的整体解决方案提供商，产品以ODM贴牌模式实现销售为主，通过自身渠道以自有品牌销售为辅。晨晓科技的产

品具有技术门槛高、研发沉淀周期长的特点，产品获得市场准入后，延续周期长且有较高不可替代性。 

（二）报告期内业绩驱动因素 

2019年，面对复杂严峻的国内外市场竞争环境，公司管理层始终坚持以市场需求为导向，制定业务发展目标，明确技术

研发、产品创新的方向，从而在差异化细分市场上保持竞争优势。2019年度，公司实现营业收入37,185.71万元，较上年同期

增加8.24%；实现营业利润1,703.06万元，较上年同期下降5.79%；利润总额2,133.51万元，较上年同期增加18.22%；归属于

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1,223.55万元，较上年同期下降15.28%。报告期末，公司总资产为93,312.05万元，较期初增加19.5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为58,624.47万元，较期初增加1.64%。 

关于公司业绩情况的详细分析，详见本报告第四节“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三）公司在行业内的地位 

公司是国内领先的广电网络设备及数据通信系统整体解决方案提供商，产品涵盖全球广电网络主流技术方案，主要应用

于广电传输网络的建设、双向化改造、优化升级等。在“三网融合”、“宽带中国”的政策背景下，基于公司齐全的产品线、自

主研发和持续的技术创新能力，公司是具备为广电运营商提供有线电视网络设备及数据通信全系统整体解决方案的行业领军

企业。 

公司是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一直将自主研发作为核心发展战略，在杭州、成都两地设有研发基地，并拥有一支经验丰

富、创新能力强的研发技术队伍。公司具备完善的现代企业管理体制，奉行“精益求精、品质至上”的质量方针，在全国同行

业中率先通过了ISO9001质量管理体系、ISO14001环境管理体系及OHSAS18001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的认证。凭借多年来

在有线电视设备制造业界的丰厚积淀，公司的研发水平及产品技术、性能均处于国内同行业领先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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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 

 2019 年 2018 年 本年比上年增减 2017 年 

营业收入 371,857,123.99 343,538,236.97 8.24% 418,413,387.4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2,235,496.26 14,443,020.43 -15.28% 46,781,359.9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6,425,125.91 2,998,510.77 -314.28% 41,384,553.47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18,130,767.70 13,895,462.55 750.14% 7,252,294.64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783 0.2105 -15.30% 0.8658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783 0.2105 -15.30% 0.8658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2.10% 2.50% -0.40% 13.08% 

 2019 年末 2018 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减 2017 年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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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产总额 933,120,475.20 780,369,149.32 19.57% 657,880,432.5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586,244,743.35 576,774,499.96 1.64% 576,054,279.53 

（2）分季度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元 

 第一季度 第二季度 第三季度 第四季度 

营业收入 102,232,005.63 90,423,355.91 95,636,193.81 83,565,568.6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6,169,459.64 12,019,523.41 1,755,449.20 -7,708,935.9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1,644,479.24 7,701,431.22 -1,382,670.25 -14,388,366.12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0,716,479.24 65,422,695.10 23,618,408.79 39,806,143.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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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26 

年度报告披露

日前一个月末

普通股股东总

数 

10,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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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许梦飞 境内自然人 24.68% 16,934,000 16,934,000 质押 9,720,000 

许泉海 境内自然人 19.41% 13,316,000 13,316,000 质押 5,900,000 

新余华凯集诚

投资管理中心

（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

法人 
3.55% 2,438,559 0   

上海源美企业

管理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3.07% 2,104,900 0 质押 1,750,000 

朱一飞 境内自然人 2.86% 1,960,000 1,960,000   

徐锦梁 境内自然人 2.11% 1,450,000 1,450,000   

徐孟英 境内自然人 2.08% 1,430,000 1,430,000   

浙江特产集团

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1.15% 790,000 0   

张剑峰 境内自然人 0.76% 520,000 0   

王小达 境内自然人 0.44% 302,400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

动的说明 

1、许泉海与许梦飞为父女关系，为一致行动人，公司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2、徐锦梁为

许泉海妹妹之配偶、许梦飞姑父。3、徐孟英为徐锦梁之女、许泉海外甥女、许梦飞表妹。4、

朱一飞为许泉海外甥、许梦飞表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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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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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 年，面对复杂严峻的国内外市场竞争环境，公司管理层始终坚持以市场需求为导向，制定业务发展目标，明确技

术研发、产品创新的方向，从而在差异化细分市场上保持竞争优势。2019 年度，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37,185.71 万元，较上年

同期增加 8.24%；实现营业利润 1,703.06 万元，较上年同期下降 5.79%；利润总额 2,133.51 万元，较上年同期增加 18.2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223.55 万元，较上年同期下降 15.28%。报告期末，公司总资产为 93,312.05 万元，较期初增

加 19.57%；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为 58,624.47 万元，较期初增加 1.64%。公司主要经营情况如下： 

（一）业务拓展及产品研发 

1.受行业整体影响，广电网络设备板块境内外业务呈分化态势 

近年广电运营商受到整体国家经济大环境影响，运营收益低，投入网络建设资金相较往年明显减少。同时政府投入与金

融支持力度也有变化，叠加部分广电省网运营商内部结构调整，使各地的相关业务投入和运营继续呈现放缓态势，导致 2019

年度公司广电网络设备板块境内收入呈下降态势。 

另一方面，公司继续加大海外市场的拓展力度，在巩固原有优势市场的基础上，探索在新的国家和地区建设营销网络的

可能性。报告期内，公司广电网络设备板块境外收入较 2018 年度增长近 20%，土耳其、英国、印度等重点市场的订单均较

去年同期有所上升。 

2. IPTV 视讯业务快速增长，积极拓展智能短信运营市场 

根据工信部发布的《2019 年通信业统计公报》，2019 年度全国 IPTV 业务收入 294 亿元，比上年增长 21.10%；IPTV 用

户全年净增 3870 万户，净增 IPTV 用户占净增光纤接入用户的 78.90%。得益于 IPTV 视讯新业务的较快成长，以及 4G 电信

增值业务在中小企业领域的持续增长，公司控股子公司欣网卓信 2019 年整体业务发展良好，营业收入为 5,990.96 万元，同

比增长 18.27%，净利润为 1,789.80 万元，同比增长 36.69%。 

IPTV 视讯业务中以电竞业务发展最为快速，除了浙江电信和安徽电信电竞频道付费用户快速增长外，公司控股子公司

欣网卓信又陆续与陕西电信、海南电信、重庆移动等客户签订了 IPTV 电竞频道的合作运营协议，同时积极摸索内容分销的

合作模式，并且逐步将内容拓展至动漫、教育、少儿等领域； 

2019 年 12 月，欣网卓信还与安徽电信签署了全国第一个基于手机终端的省级运营商智能短信运营协议，基于场景提供

智能化运营，从而帮助客户提升短信触达用户的体验和订购转化率，为欣网卓信开展 5G 相关业务的研发和试点工作打下良

好的基础，同时欣网卓信也将基于短信公众号服务的产品和运营能力的相关积累，积极关注 RCS 产业发展，探索相关业务

机会。 

3. 继续开拓 PON 的业务，重点瞄准 10G PON 与 WiFi6 产品 

随着近年来互联网应用迅猛发展，高速上网、云计算、物联网、4K 电视等大宽带业务不断涌现，对带宽提出了更高的

要求。目前三大运营商已经在积极布局 10G PON 市场。公司控股子公司英脉通信自主研发的 10G PON 产品于 2019 年上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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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协助客户顺利通过了中国联通的招标测试，并同时启动了海外运营商 10G PON 智能产品项目，成功取得了韩国、巴西、

东南亚等区域的批量订单。 

近年来，随着中国运营商路由器市场快速增长，其中 WiFi6 能够完美结合移动 5G 网络，完成 4K 超高清内容的直播，

完成大数据的转发工作。英脉通信瞄准这一细分领域投入大量的研发资源，对 WiFi6 产品进行开发工作，产品预计于 2020

年第二季度发布。 

（二）资本运作及战略布局 

1.积极通过投资并购，整合优质资源 

报告期内，公司完成了对英脉通信 51%股权和晨晓科技 52.99%股权的收购。英脉通信作为一家以宽带接入终端、无线

通信设备、光通信设备和互联网智能设备等产品的研发、生产、销售与服务为主的高科技公司，可协同万隆光电未来进一步

拓展产品线，并将产品拓展至广电运营商之外的其他运营商市场。而晨晓科技在 MPLS、EPON、GPON、芯片、平台软件

等技术领域拥有丰富的技术积累，可协同万隆光电完善通信承载及接入的综合解决方案，并且重点针对 5G 通信网络建设的

细分行业市场，更深入研发相关的移动回传设备。 

基于各子公司的产品业务特点，公司新设了全资子公司万隆通讯，以聚焦于整合集团资源，重点打造 5G 核心通信网络

整体解决方案；包含：5G 承载网、5G 时代的大客户接入网的 5G 回传、中传、前传、5G 接入终端及 5G 细分产品的芯片等

系列产品方案。 

2. 深化战略布局，向大通信行业转型 

在前述投资收购完成后，公司向大通信行业转型的布局初步形成。通过先后收购了欣网卓信、英脉通信及晨晓科技，将

公司的客户群体由广电运营商扩展到了三大电信运营商，将业务形态从设备端的产品研发及生产扩展到了应用端的产品研发

及运营，将业务重心由传统网络传输设备向 5G 领域的相关解决方案转型。 

公司还设立了隆胜投资，参与发起设立产业基金，旨在寻找 5G、物联网领域的产业投资、项目孵化及并购机会，在延

伸产业链同时，培育新的利润增长点。 

基于以上的整体布局，各子公司可基于共同的客户群体，在各擅所长基础上寻求产生更多的协同效应，通过研发团队、营销

团队和销售渠道的整合复用，更优质、快捷、有效地向国内外客户提供产品和配套技术服务。通过战略上的前述一系列举措，

公司目前初步具备了从广电网络设备及数据通信系统整体解决方案提供商向大通信行业的设备、运营及服务提供商转型的基

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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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线电视光纤传

输设备 
158,866,164.04 6,513,512.73 34.22% -18.22% -21.21% 2.50% 

有线电视电缆传

输设备 
69,068,203.15 -2,154,927.93 22.83% 7.01% 4.63% 1.75% 

数据通信系统 66,636,520.99 -4,797,829.51 4.75% 64.78% 67.55% -1.57% 

电信增值服务 59,909,583.83 20,812,687.41 55.57% 350.60% 476.28% -9.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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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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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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新金融工具准则 

财政部于 2017 年颁布了《企业会计准则第 22 号——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修订）》、《企业会计准则第 23 号——金

融资产转移（修订）》、《企业会计准则第 24 号——套期会计（修订）》及《企业会计准则第 37 号——金融工具列报（修

订）》（以下统称“新金融工具准则”），本公司于 2019 年 4 月 24 日召开的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批准自 2019 年 1

月 1 日起执行新金融工具准则，对会计政策相关内容进行了调整。 

②新债务重组准则 

财政部于 2019 年 5 月 16 日发布了《企业会计准则第 12 号——债务重组》（以下简称” 新债务重组准则”)，修改了债

务重组的定义，明确了债务重组中涉及金融工具的适用《企业会计准则第 22 号——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等准则，明确了

债权人受让金融资产以外的资产初始按成本计量，明确债务人以资产清偿债务时不再区分资产处置损益与债务重组损益。 

根据财会[2019]6 号文件的规定，“营业外收入”和“营业外支出”项目不再包含债务重组中因处置非流动资产产生的利得

或损失。 

本集团对 2019 年 1 月 1 日新发生的债务重组采用未来适用法处理，对 2019 年 1 月 1 日以前发生的债务重组不进行追溯

调整。 

③新非货币性交换准则 

财政部于 2019 年 5 月 9 日发布了《企业会计准则第 7 号——非货币性资产交换》（以下简称“新非货币性交换准则”），

明确了货币性资产和非货币性资产的概念和准则的适用范围，明确了非货币性资产交换的确认时点，明确了不同条件下非货

币性资产交换的价值计量基础和核算方法及同时完善了相关信息披露要求。本集团对 2019 年 1 月 1 日以后新发生的非货币

性资产交换交易采用未来适用法处理，对 2019 年 1 月 1 日以前发生的非货币性资产交换交易不进行追溯调整。 

④财务报表格式 

财政部于 2019 年 4 月发布了《财政部关于修订印发 2019 年度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通知》（财会[2019]6 号），2018

年 6 月发布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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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废止；财政部于 2019

年 9 月发布了《财政部关于修订印发合并财务报表格式（2019 版）的通知》（财会[2019]16 号），《财政部关于修订印发

2018 年度合并财务报表格式的通知》（财会[2019]1 号）同时废止。根据财会[2019]6 号和财会[2019]16 号，本公司对财务报

表格式进行了以下修订： 

资产负债表，将“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行项目拆分为“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将“应付票据及应付账款”行项目拆分为

“应付票据”及“应付账款”。 

本公司对可比期间的比较数据按照财会[2019]6 号文和财会[2019]16 号文进行调整。 

财务报表格式的修订对本公司的资产总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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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告期，公司以支付现金的方式购买深圳科创所持有的英脉通信 30%的股权，并以 1,200 万元认购英脉通信 1,200 万

元的新增注册资本，投资完成后，公司合计持有英脉通信 51%的股权，英脉通信自 2019 年 6 月 1 日起纳入公司合并报表范

围； 

本报告期，公司以以变更部分募集资金的方式收购晨晓科技 52.99%股权，晨晓科技自 2019 年 10 月 1 日起纳入公司合

并报表范围； 

本报告期，公司新设立全资子公司杭州万隆通讯技术有限公司。 

本报告期，合并财务报表范围为母公司本部、杭州隆胜投资有限公司、浙江欣网卓信科技有限公司、杭州沂滨科技有限

公司、东莞英脉通信技术有限公司、杭州晨晓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杭州万隆通讯技术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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