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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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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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纵横通信 603602 /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朱劲龙 莫彩虹 

电话 0571-87672346 0571-87672346 

办公地址 杭州市滨江区阡陌路459号B座

24层 

杭州市滨江区阡陌路459号B座

24层 

电子信箱 zqb@freelynet.com zqb@freelynet.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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33,515,516.61 1,210,276,138.51 18.4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资产 

689,306,188.51 703,049,549.78 -1.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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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8,380,453.78 -210,924,850.71   

营业收入 240,841,248.02 387,838,060.01 -37.9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 

-22,772,747.99 17,392,275.72 -230.9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 

-25,825,574.92 14,265,058.72 -281.04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

益率（%） 

-3.31 2.54 减少5.85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

股） 

-0.11 0.09 -222.22 

稀释每股收益（元／

股） 

-0.11 0.09 -222.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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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395 

截止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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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质押或冻结的股份

数量 

苏维锋 境内自

然人 

30.56 62,284,331 62,284,331 无 0 

林爱华 境内自

然人 

5.00 10,192,000 10,192,000 质押 8,026,199 

吴海涛 境内自

然人 

3.42 6,964,725 0 无 0 

张丽萍 境内自

然人 

2.89 5,898,315 5,898,315 质押 2,208,000 

濮澍 境内自

然人 

2.71 5,517,849 0 质押 3,997,302 

林炜 境内自

然人 

1.67 3,397,400 3,397,400 质押 2,548,000 

东证昭德（上海）投资中心

（有限合伙） 

境内非

国有法

人 

1.00 2,038,400 0 无 0 

姜新祥 境内自

然人 

0.74 1,517,186 0 无 0 

苏庆儒 境内自

然人 

0.63 1,274,000 1,274,000 无 0 

上海晨灿投资中心（有限合

伙） 

境内非

国有法

0.50 1,019,257 0 无 0 



人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苏维锋与林爱华系夫妻关系，张丽萍系苏维锋弟媳，

林爱华与林炜系姐弟关系。除此之外，公司未知上述其他

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属于一致行动人。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

的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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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 年，在新冠肺炎疫情、中美贸易摩擦和 5G 大规模建设展开的大环境和大背景下，

公司经营面临了前所未有的挑战和机遇。上半年，公司围绕经营目标，做好防疫保障复工复

产，紧密部署 5G 网络建设业务、稳步推进通信产品运营业务，并抓住机遇迅速开展线上运

营新业务、加快智慧城市等行业解决方案的研发及推广。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24,084.12 万元，同比下降 37.90%，主要系受新冠肺炎疫情

影响，公司网络建设类业务实施进度、验收及审计时间被动延后，同时，公司新能源电池产

品销量下降，多原因综合导致公司营业收入同比下降；2020 年上半年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2,277.27 万元，同比下降 230.94%，主要系收入同比减少而公司人员薪酬等固定

成本费用支出无法缩减，导致本期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同比大幅下降。 

公司 2020 年上半年重点工作如下： 

1.疫情期间，在加强疫情防控条件下，公司组织员工快速返岗，保障通信网络正常运行，

并快速响应客户需求，参与定点医院的防疫保障工作，按时保质完成了定点医院疫情期间的

通信网络覆盖及维护工作，为疫情防控和就医群众提供了畅通无阻的通信网络保障，获得了

客户的表彰认可。 

2.2020 年第一季度，受疫情影响，公司整体业务进度推进缓慢，部分区域（北京、湖北

等地）尤其严重。第二季度，运营商开始启动大规模 5G 网络建设项目，公司快速响应并围

绕 5G 主设备安装项目发起了“6.30 会战”，面对激增的任务量，公司充分发挥优势，迅速完

成了人员队伍的调遣、防疫的保障、组织实施及运行开通，荣获客户书面的表彰认可。 

3.随着电信运营商互联网化趋势的加快以及用户消费行为的变化，公司抓住市场机会，

组建线上运营团队以号卡代售业务为切入点，抓住 5G 通信业务革新的机会，布局视频彩铃、

5G 富媒体消息等业务。 

4.上半年，公司在疫情期间组织员工开展线上培训，通过远程视频形式为各层级员工进



行系统、模块化的业务及管理指导，安排员工参加各类职业资格认证，为后续业务拓展、技

术支撑夯实基础。 

2020 年下半年，公司将聚焦 5G 网络建设、5G 通信产品研发、服务 5G 用户发展、提供

5G 解决方案，抓住市场机遇、优化业务结构、整合市场资源，加大人才引进力度，加强精细

化管理，围绕公司发展战略及本年度经营目标，上下齐心直面挑战迎接机遇，重点做好以下

几方面工作： 

1.抓住 5G 发展机遇进一步丰富公司服务及产品。深耕 5G 网络建设业务，加快执行中的合

同转化，开发新客户，实现增量；服务 5G 用户、持续发展 5G 用户，探索线上、线下业务融

合；积极推进线上运营业务，培育 5G 消息及视频彩铃业务，持续市场调研，开拓通信产品

运营类业务；加大对 5G 通信配套产品、5G 行业解决方案的研发投入和技术储备，围绕智慧

城市的政务云、大数据项目进行应用试点，完成项目落地并形成可复制推广的方案。 

2.持续加大研发投入。公司将紧跟通信及信息行业的技术发展趋势，致力于通信配套设

备和产品的研发及成果转化，提供通信技术服务应用及网络管理软件，提供互联网及物联网

应用系统的集成和开发，积累在大数据、云服务、边缘计算、人工智能等领域的技术和应用

开发经验。公司将紧紧抓住 5G 这一新的时代契机，研究 5G 通信建设与应用的新模式、新技

术、新应用，为公司后期高速成长打下坚实的基础。 

3.加快人才引进、人才培育；研讨新业务模式下的组织架构，配置、优化组织流程；进

一步完善、优化薪酬绩效体系，提升组织活力；加大对培训的投入，尤其是新业务的培训组

织，提升人员岗位从业技能；围绕公司战略规划，编制人力资源规划，完成具有一定前瞻性

的、能有效支撑业务发展、满足业务人才供给的规划方案。 

4.以“求真务实提效能、深耕细作促发展”的管理目标持续推进管理升级，加强业务全

流程管控、优化重点项目管理流程、提升管理信息化程度、缩小管理单元提升管理精细化程

度，针对新业务需求建立与之相适应的管理及财务核算体系，提升公司运营效率；全面加强

成本管理意识及能力，做好各个关键节点的进度管理，严格控制费用降低运营成本，提高投

入产出比，提升公司利润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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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期内，公司根据国家财政部会计准则的修订情况相应变更了公司会计政策，具体内容详

见第十节 财务报告之（五）重要会计政策及会计估计之 44.重要会计政策和会计估计的变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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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