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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300711                               证券简称：广哈通信                          公告编号：2020-053 

广州广哈通信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一、重要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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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者应当到证监会指

定媒体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文。 

除下列董事外，其他董事亲自出席了审议本次半年报的董事会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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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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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哈通信 股票代码 3007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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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朱伟玲 李林红 

办公地址 
广州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科学城南云

一路 16 号 

广州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科学城南云

一路 16 号 

电话 020-35812869 020-35812869 

电子信箱 securities@ghtchina.com securities@ghtchina.com 

2、主要财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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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

减 

营业收入（元） 76,438,929.87 64,694,541.90 18.1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2,741,280.97 -12,791,766.02 78.5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后的净利润（元） 
-3,196,730.41 -13,750,077.71 76.75%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15,773,728.43 -32,816,732.35 148.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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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132 -0.0616 78.57%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132 -0.0616 78.57%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0.48% -2.32% 1.84%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

增减 

总资产（元） 716,379,762.26 736,873,521.82 -2.7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565,413,170.27 572,999,435.27 -1.32%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报告期末股东总数 14,308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

先股股东总数（如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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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州智能装备

产业集团有限

公司 

国有法人 53.01% 110,079,895 18,346,649   

广州联电集团

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8.91% 18,504,837 3,084,139   

广州市盛邦投

资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3.35% 6,946,560 1,157,760   

广州无线电集

团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2.86% 5,938,560 989,760   

全国社会保障

基金理事会转

持一户 

国有法人 2.50% 5,198,400 866,400   

陈晓辉 境内自然人 0.51% 1,065,730    

雷立军 境内自然人 0.48% 990,048 133,868   

邵魁 境内自然人 0.28% 574,104 464,804   

池宗让 境内自然人 0.20% 405,160    

孙业全 境内自然人 0.18% 368,640 61,44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

的说明 

公司股东广州智能装备产业集团有限公司、广州联电集团有限公司、广州市盛邦投资

有限公司之间属于一致行动人，孙业全是公司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属关联关系。 

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参与融资融

券业务股东情况说明（如有） 

1.公司股东陈晓辉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 0 股，通过华西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

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 1,065,730 股，实际合计持有 1,065,730 股； 

2.公司股东雷立军除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 217,176 股外，还通过国金证券股份有限

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 772,872 股，实际合计持有 990,048 股； 

3.公司股东邵魁除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 150,960 股外，还通过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

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 423,144 股，实际合计持有 574,104 股； 

4.公司股东赵新民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 0 股，通过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

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 338,200 股，实际合计持有 338,200 股； 

5.公司股东刘大伟除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 304,440 股外，还通过国泰君安证券股份

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 10,680 股，实际合计持有 315,120 股； 

6.公司股东王培龙除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 27,240 股外，还通过第一创业证券股份有

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 275,136 股，实际合计持有 302,376 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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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控股股东报告期内变更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控股股东未发生变更。 

实际控制人报告期内变更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更。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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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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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在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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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抓住国防信息化建设与电力调度通信建设项目需求增加的机遇，全力推进和落实年度经营目标和

计划，通过在国防和电力市场的精耕细作，发挥产品在国防和电力市场领域的优势，并不断拓展新业务领

域，实现了业务的增长。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7,643.89万元，比上年同期上升18.15%，实现利润总

额-362.68万元，比上年同期减亏75.36%；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274.13万元，比上年同期减亏

78.57%。 

1、主营业务 

报告期内，公司主要业务是数字与多媒体指挥调度系统及相关产品的研发、生产、销售及服务。 

（1）数字指挥调度产品领域 

2020年上半年，公司数字指挥调度产品领域实现营业收入3,247.45万元，去年同期为2,925.40万元，同

比增长11.01%，主要系公司抓住电力调度通信建设项目需求增加的机遇，通过持续强化产品的研发与营销

推广，提高产品运营效率，提升了营业收入。 

在电力数字调度产品领域，公司抓住调度网启动新布局的机遇，继续执行“一省一策”的精准营销策

略，获取订单；同时，公司积极推进新业务的实施推广，在电力调度交换网远端放号替代技术方案研究及

试点工作方面取得较大进展。在铁路数字调度方面，公司继续推进铁路产品研发、推广、实施试点工作，

报告期内已中标某铁路线路扩容项目。 

（2）多媒体指挥调度产品领域 

2020年上半年，公司多媒体指挥调度产品领域实现营业收入3,557.03万元，去年同期为2,914.76万元，

同比增加22.04%，主要系公司抓住客户信息化建设需求增加的机遇，持续加大研发、营销投入，并积极推

广相关领域新业务、新产品，共同提升了营业收入。  

在多媒体指挥调度产品领域，公司的重点业务项目正在按计划实施。国防市场，信息调度项目（GY81）

已首批投入生产、测试、装备；某军种的指挥调度升级项目成功中标。在电力市场，公司全力推广电力智

能调度应用与配网调度业务，在国家电网和南方电网率先搭建智能调度应用平台，应用智能拨号、调令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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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人员校核、智能联动等业务；在国家电网和南方电网建立配网调度新业务示范项目，以配网集群化调

度为目标，形成视频交接班、远程会商等应用方案，为配网调度市场提供产品及建设模式。 

2、产品研发 

报告期内，公司着眼行业发展趋势，持续研发投入，开展自主创新与技术积累，不断巩固技术领先优

势。 

公司国防市场的信息应用软件开发项目，已完成硬件设备和软件版本的状态固化，系统软件已通过第

三方测评，各项文档完成版本固化，后续将针对具体客户的特殊需求开展定制化服务。 

公司国防市场的指挥调度产品核心部件国产化工作在持续推进中。公司的IP通信支撑分系统自主可控

迁移改造方案已通过相关评审，计划在2020年三季度完成国产化改造的硬件设计，提交设备样机；公司的

可视指挥调度系统项目，计划推进以语音通信为基础融合视频通信的研发，重点开展语音转文字、指纹识

别、手写输入、人脸识别和终端CPU国产化升级等专项研究与开发。 

报告期内，公司聚焦重点、持续投入智能语音调度系统项目的研发，积极推进国网以及广东、安徽、

重庆等地的电力客户的智能语音调度系统项目，获得了客户的认可。公司积极开展新业务方向的重点项目

-配网通信调度项目研发，旨在提升电力配网供电指挥业务的信息化处理水平，扩展公司业务领域。调度

交换2M放号项目的研发工作持续推进，将更好地满足电力调度远端放号替代等市场需求。 

报告期内，公司研发投入1,736.64万元，比同期减少4.33%，占营业收入的比例为22.72%。公司申请专

利5项，其中发明专利5项。公司通过持续的研发投入，提升公司产品性能，丰富产品种类，提升产品竞争

力，保持了在指挥调度通信行业的技术领先地位。 

3、管理工作 

公司有序推进管理改革，优化组织架构，加强管理人员培养，增强组织活力。围绕年度经营目标，继

续实施绩效考核制度，逐级分解落实工作目标和改进方案，逐月跟进落实进度，确保年度目标的完成。公

司结合市场情形与自身资源与能力，持续优化营销体系，打破部门边界，综合市场营销与研发力量，共同

开拓新业务、新市场。此外，公司开展了线上与线下相结合的培训方式，持续提升员工业务素质与能力，

提升公司软实力。持续的优化改革与员工培训，满足了公司发展的需求，将有利于运营效率的提升，推进

公司业务的发展。 

2、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1）与上一会计期间财务报告相比，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财政部于2017年7月修订发布了《企业会计准则第14号-收入》（财会〔2017〕22 号）（以下简称“新

收入准则”），要求仅在境内上市的企业自2020年1月1日起施行。新收入准则将现行收入和建造合同两项准

则纳入统一的收入确认模型，以控制权转移替代风险报酬转移作为收入确认时点的判断标准，对包含多重

交易安排的合同的会计处理提供了更明确的指引，对于某些特定交易的会计处理给出了明确规定，同时规

定了相关列报要求。 

根据新收入准则的衔接规定，公司对首次执行新收入准则的累积影响数，调整首次执行新收入准则当

年年初留存收益及财务报表其他相关项目金额，对可比期间信息不予调整，具体调整如下表所示：                                                                                       

单位：元 

项目 合并资产负债表 母公司资产负债表 

2019年12月31日 2020年1月1日 2019年12月31日 2020年1月1日 

预收账款 83,176,722.68 - 12,883,894.41 - 

合同负债  83,176,722.68  12,883,894.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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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会计政策变化对公司营业收入确认无实质性影响，仅对财务报表格式和部分科目列示产生影响，

对公司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无重大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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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上一会计期间财务报告相比，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更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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