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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383                             证券简称：合众思壮                             公告编号：2020-040 

北京合众思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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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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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本公司出具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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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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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合众思壮 股票代码 0023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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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闫文 宋晓凤 

办公地址 北京市大兴区科创十二街 8 号院 北京市大兴区科创十二街 8 号院 

电话 010-58275015 010-58275015 

电子信箱 DongMi@UniStrong.com DongMi@UniStrong.com 

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公司作为具备全球竞争力的北斗导航行业龙头企业之一，多年来始终坚持以北斗高精度应用为主营业务方向，面向行业

市场提供北斗高精度产品服务和时空信息“云+端”全方位行业解决方案。 

在技术方面，公司以卫星导航高精度技术为核心，强化高精度芯片、算法、板卡、天线等技术的研究与开发，形成了独

立自主的核心技术体系，具备较强的行业竞争力。报告期内，公司加强下一代高精度核心算法和芯片研究，以构建泛在服务

的定位、导航、授时技术为核心，进一步发展天基地基、通信导航以及其他传感器融合的高精度导航、定位、授时和姿态测

量技术体系，为公司业务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同时，公司整合内外研发资源，以系统化、模块化和标准化为目标，加强

核心技术和通用产品的技术整合，巩固了在高精度定位、技术平台和通用产品设计开发方面的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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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业务方面，公司不断强化硬件驱动的单点方案向垂直行业的工作流集成解决方案的全面升级，强化高精度全产业链和

全球化布局。报告期内，公司积极把握产业和行业发展机遇，紧紧围绕北斗规模化应用市场，在相关政策引导下，重点拓展

北斗高精度、北斗移动互联、时空信息服务等三个业务领域，在测量测绘、精准农业、机械控制、智慧城市、公共安全、民

用航空、交通运输等细分市场进行战略布局与市场开拓。 

（一）北斗高精度业务 

北斗高精度业务是公司核心发展业务。依托于先进的高精度定位技术，公司能够为测量测绘、农业与工程机械控制、航
海应用、形变监测等专业市场或领域提供高精度产品及服务，主要产品包括： 

基础部件：高精度GNSS基带处理芯片“天琴”及 “天琴二代”、射频芯片“天鹰”、高精度导航板卡、智能天线、电台、GNSS

组合导航产品等。 

测量测绘：卫星导航接收机（RTK）、三维激光测量产品、GIS产品等。 

精准农业：涵盖北斗农机导航自动驾驶系统、变量作业系统以及农业信息化系统的全产业链解决方案。 

机械控制：涵盖挖掘机、推土机、平地机等工程机械3D智能控制系统、无人智能压实系统、设计转换软件、施工管理

平台的数字化施工解决方案。 

高精度应用：航海、驾考、电力、形变监测、安全防疫等行业应用产品或解决方案。 

整体而言，公司基础部件与测量测绘产品的技术能力及性能已达到国际领先水平，行销90余个国家和地区。得益于国家
对北斗产业的战略规划及“一带一路”政策发展，公司的精准农业、机械控制业务在国内外市场均呈现出较好的发展态势。此

外，通过不断强化北斗高精度应用领域产业资源整合，搭建高精度应用生态系统，公司积极拓展高精度新的应用领域，在航

海应用、智能驾考、电力、形变监测等领域均取得了一定的发展。 

报告期内，公司进一步强化北斗高精度应用领域的产品和市场开拓。在测量测绘行业，通过国内外多品牌和渠道拓展，

产品市场竞争力得到强化。在精准农业领域，公司专注智慧农业生态链的布局及完善，持续优化“慧农”北斗导航自动驾驶系
统与相关终端产品的系统化开发，通过与国内外多家拖拉机知名厂商展开前装产品战略合作，取得了较好的业务进展。在机

械控制领域，公司进一步深入并加快与三一重工、徐工集团、山推股份等主要工程机械制造商的合作，未来有望形成较强的

业务增长。 

（二）北斗移动互联业务 

北斗移动互联业务是公司重点发展业务。依托于时空信息技术，在公共安全、民航、交通、智慧城市等专业领域，公司
提供独具特色的移动互联时空信息“云+端”解决方案。 

北斗智能终端：公司的智能终端产品兼容北斗/GPS/GLONASS三大卫星系统，工业三防设计，坚固耐用，性能优越，在
公安执法、民用航空、工业控制、车联网等领域有广泛应用。 

公共安全：围绕警务信息综合应用平台、治安立体化管控平台、执法全流程系统、禁毒信息综合应用平台四个业务方向，

公司推出了具备较强竞争力的实战化“云+端”解决方案，提供北斗短报文应急通讯、卫星定位、地图导航、核录查控、情报

分析研判、移动指挥等全方位实战服务，构建“北斗+”智慧警务新体系。 

民用航空：基于北斗精准定位技术与授时同步技术的集成融合，以“构建北斗新时空框架下的智慧民航服务体系”为目标，

公司形成了机场生产运营系统、飞行区站坪调度系统、通用航空运行监管系统、航空公司旅客行李管理系统等核心产品线，

打开了高精度民航应用的新市场。 

智慧城市：智慧城市是公司重点发展的新兴战略业务。时空信息应用是智慧城市的基础。在智慧城市应用领域，公司将

北斗高精度定位与时空信息服务、物联网、云计算、大数据相结合，有能力为政府、行业、城市管理提供公共数据服务和运

营，满足政府对城市和行业数据的管理需求。智慧城市业务将带动公共安全、智慧交通、智慧停车、智慧城管、智慧消防等

领域的应用和大数据运营服务，未来具备较大的发展空间。 

报告期内，公司强化时空信息和移动互联“云+端”领域的解决方案，不断加强时空技术、通信技术与北斗导航定位技术

的融合，在公共安全、民用航空、智慧城市、智慧交通等领域的综合解决方案能力与服务能力得到进一步提升。 

（三）时空信息服务 

时空信息服务是公司业务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公司构建了以“中国精度”、“中国位置”、“中国时间”为基础的时空基准

服务体系和服务平台。结合自主研发的高安全声像图文时空大数据平台——博阳时空数据库，公司能够为智慧城市、国土规

划、公安、环保、交通、油气开发、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确权、地籍调查、不动产登记等众多专业市场提供包括时空数据获

取、时空数据管理和时空应用在内的全方位时空信息服务。 

报告期内，公司积级整合时空信息领域的相关资源，拓展地理信息测绘和空间数据采集业务，加大对时空大数据平台研

发和重点行业推广力度，积极探索智慧城市领域的客户需求和业务契机。随着公司在上述领域的业务不断巩固和提升，时空
信息服务有望形成新的业务增长点。 

（四）通导一体化业务 

    导航定位通信一体化是未来导航定位技术与通信技术融合发展的重要方向。报告期内，受资金流动性影响，公司通导一
体化业务进展缓慢。公司对通导一体化业务进行梳理并明确战略规划与发展方向，有助于进一步强化公司整体盈利与发展能

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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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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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 否  

单位：元 

 2019 年 2018 年 本年比上年增减 2017 年 

营业收入 1,548,913,727.16 2,299,991,415.03 -32.66% 2,287,703,748.9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060,702,352.27 191,458,114.92 -654.01% 241,926,722.5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869,483,580.75 160,255,918.44 -642.56% 222,881,824.91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483,561,848.63 -255,265,242.62 89.44% -847,062,752.83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1.4401 0.2575 -659.26% 0.3278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1.4401 0.2564 -661.66% 0.3278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31.79% 5.04% -36.83% 6.70% 

 2019 年末 2018 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减 2017 年末 

资产总额 8,550,815,443.80 9,657,183,806.32 -11.46% 8,327,196,057.0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2,852,429,392.97 3,866,475,887.80 -26.23% 3,696,758,85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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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7,446,974.91 376,544,281.61 402,117,816.37 472,804,654.2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31,076,913.42 -4,426,162.79 -20,807,317.70 -1,004,391,958.3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28,190,893.46 -4,815,826.05 -16,327,353.60 -820,149,507.64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36,909,550.75 -7,371,611.93 -414,920,137.82 -24,360,548.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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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4,794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
一个月末普通股股

东总数 

41,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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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郭信平 境内自然人 29.11% 216,948,317 216,948,316 质押 216,948,316 

郑州航空港区
兴慧电子科 

技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12.97% 96,672,287 0 质押 48,336,143 

靳荣伟 境内自然人 2.17% 16,134,473 0 质押 9,319,996 

李亚楠 境外自然人 1.76% 13,106,244 0   

王世忱 境内自然人 1.01% 7,533,238 0   

白素杰 境内自然人 0.69% 5,121,301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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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晓红 境内自然人 0.64% 4,778,800 0   

香港中央结算

有限公司 
境外法人 0.56% 4,150,101 0   

王静涛 境内自然人 0.48% 3,607,966 0   

孙丽丽 境内自然人 0.46% 3,433,781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

动的说明 

公司未知前十名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知是否属于《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

中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
说明（如有） 

朱晓红除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本公司股票 100,200 股外，还通过浙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
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本公司股票 4,678,600 股，实际合计持有本公司股票 4,778,800 股；
孙丽丽除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本公司股票 3,111,367 股外，还通过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

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本公司股票 322,414 股，实际合计持有本公司股票 3,433,781 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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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经济下行压力增大，国内流动性紧缩。受市场规模增长放缓、行业竞争加剧、公司资金紧张等因素的综合

影响，公司销售收入出现下滑，全年实现营业收入154,891.37万元，较上年同期减少32.66%。全年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亏损106,070.24万元，主要原因有三点：1）公司因资金紧张，业务开展受到较大影响；2）公司因流动性问题，贷款规

模增加，融资成本相应增加；3）受业绩下滑影响，公司商誉减值金额较大；4）公司计提长期股权投资、存货、无形资产等

资产减值准备。 

报告期，公司主要经营情况如下： 

（一）引入战略国有股东，助力长期发展布局 

报告期内，为优化公司治理结构，引入国有资本及产业资源，公司原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郭信平先生与郑州航空港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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兴慧电子科技有限公司签署了《股份转让协议》、《不可撤销的表决权委托协议》及《股份转让意向协议》。郭信平拟将其

持有的72,316,105股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9.7048%，转让给兴慧电子；同时将其持有的76,715,531股股份，占上市公司总股

本的10.2952%，对应的表决权委托给兴慧电子行使。2019年11月，上述交易完成，兴慧电子成为公司单一拥有表决权比例

最大的股东，为公司的控股股东，郑州航空港经济综合实验区管理委员会成为公司的实际控制人。战略国有股东的引入，一
方面帮助公司获得更好的金融信贷支持，为公司产业深化发展与转型升级提供了充足的资本支持和保障，另一方面，公司进

一步优化配置资源，与郑州航空港区实现优势互补，取得产业协同效应，对增强市场竞争力、提升企业盈利能力意义重大。 

（二）加强自主研发创新，推动公司技术进步 

报告期内，公司持续加强自主研发创新，加大在高精度芯片、算法、板卡、天线以及“中国精度”星基高精度增强系统等

核心技术方面的投入，核心技术能力得到巩固与提升。2019年5月20日，公司发布支持北斗三号全球系统的新一代基带芯片“天

琴二代”。“天琴二代”是一款具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GNSS高精度ASIC基带芯片，支持高达1100个通道，可实现全星座、

全频点覆盖。“天琴二代”实现了高集成性、低功耗及对GNSS带内、外干扰信号的检测和抑制，是公司在高精度核心技术上

的重要突破。同时，公司持续深化GNSS与惯性导航（INS）组合导航技术的研究与应用，其中，测绘领域的倾斜测量技术
已完成研发并应用。此外，公司完成了MEMS的板卡模块级别技术的初步研发工作，未来可应用于自动驾驶等领域。 

（三）围绕业务战略布局，拓展行业市场应用 

公司以“端＋云”双轮驱动发展模式，在多个规模化市场形成了完整的产品和业务体系。报告期内，公司进一步加强高精
度、精准农业、机械控制、工业级移动设备的产品研发与性能优化，同时，提升时空核心技术、时空共性业务、时空基础数

据等时空综合中台服务能力，“云”和“端”相互协同、相互驱动，将北斗高精度时空信息应用推广到更广泛的行业市场领域，
在机械控制、农业信息化、民航信息化、工程信息化、智慧城市、形变监测、智能交通等领域取得了一定进展。值得关注的

是，公司携手郑州航空港兴港智慧城市有限公司，共同推进新型智慧城市发展，有望打造出可推广、可复制的新型智慧城市
建设示范项目，为公司带来新的业务增长点。 

（四）明确业务经营目标，强化组织管理能力 

以“健康可持续发展为”目标，公司对每个业务单元业务进行复盘与规划，分析每个业务单元的竞争力与成长性，补充资
源配置；强调GIE一体化经营管理理念，重视内部资源共享、整合。 同时，识别团队核心DNA，强化组织管理，建立人才

培养机制，激活团队，鼓励团队创新与价值创造，建立科学的绩效激励政策，在公司营造“技术创新、应用创新、管理创新”

的氛围，打造公司在经营与管理方面的核心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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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斗高精度业务 668,235,674.13 357,262,233.61 46.54% -9.42% -8.03% -0.81% 

北斗移动互联业
务 

452,067,721.96 251,025,059.29 44.47% -47.42% -58.35% 14.57% 

时空信息服务 213,294,087.88 146,561,717.98 31.29% -42.65% -36.92% -6.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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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详见第十四节、五、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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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疆云测国土资源大数据应用发展有限公司于2019年3月注销，本期不再纳入合并范围。 

天津合众思壮海洋科技有限公司于2019年5月注销，本期不再纳入合并范围。 

2、成立子公司 

北京合众思壮智能控制科技有限公司系2019年6月28日注册成立，注册资本人民币5,000万元，其中本公司认缴出资5,000万元，

占注册资本的100%。 

合众思壮(河南)科技研究院有限公司系2019年8月22日注册成立，注册资本人民币20,000万元，其中本公司认缴出资20,000万

元，占注册资本的100%。 

时空物联(河南)科技有限公司系2019年8月22日注册成立，注册资本人民币5,000万元，其中子公司北京合众思壮时空物联科

技有限公司认缴出资5,000万元，占注册资本的100%。 

郑州航空港智慧互联科技有限公司系2019年12月4日注册成立，注册资本人民币20,000万元，其中孙公司时空物联(河南)科技
有限公司认缴出资12,000万元，占注册资本的60%。 

3、处置子公司 

2019年6月20日，合众思壮与南京元博中和科技有限公司签订了《关于南京北斗皓泰科技有限公司之股权转让协议》，公司

以人民币125万元转让南京北斗皓泰科技有限公司(原南京合众思壮电子科技有限公司)100%股权，本次股权转让完成后，南

京北斗皓泰科技有限公司将不再是本公司的子公司，自2019年6月20日起不再纳入合并范围。 

2019 年 1 月 17 日 ， 公 司 之 全 资 子 公 司 UniStrongCo.,Ltd. 与 友 正 国 际 有 限 公 司 完 成 股 权 转 让 ， 以 0 元 转 让

UniStrongInvestmentCo.,Ltd.的51%的股权，本次股权转让完成后，UniStrongInvestmentCo.,Ltd.不再是本公司的子公司，自2019

年1月起不再纳入合并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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