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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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期内公司不进行利润分配或公积金转增股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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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超讯通信 603322 /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邹文 卢沛民 

电话 020-80660188 020-80660188 

办公地址 
广州市天河区高普路1025号4

楼401室 

广州市天河区高普路1025号4

楼401室 

电子信箱 Stssec@126.com Stssec@12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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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85,199,297.30 2,233,346,926.88 -2.1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资产 

389,599,468.24 381,297,537.05 2.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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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3,082,343.88 -262,641,088.48 不适用 



金流量净额 

营业收入 582,511,468.00 565,484,049.12 3.0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 

8,301,931.19 -48,917,741.64 不适用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 

-4,325,143.22 -55,489,138.77 不适用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

益率（%） 

2.15 -10.62 不适用  

基本每股收益（元／

股） 

0.05 -0.41 不适用  

稀释每股收益（元／

股） 

0.05 -0.41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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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2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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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梁建华 境内自然人 46.77 73,206,000 0 质押 38,948,000 

熊明钦 境内自然人 5.20 8,145,501 0 无 0 

广州诚信创业投资有限

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4.48 7,008,453 0 无 0 

梁建中 境内自然人 2.62 4,093,835 0 质押 3,621,600 

梁刚 境内自然人 2.32 3,626,634 0 质押 3,113,834 

天津久德长盛股权投资

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 

境内非国有

法人 

2.23 3,483,378 0 无 0 

万军 境内自然人 1.73 2,714,035 0 质押 2,713,534 

钟海辉 境内自然人 1.38 2,161,091 0 质押 2,160,200 

超讯通信股份有限公司

回购专用证券账户 

境内非国有

法人 

0.53 835,000 0 无 0 

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

公司 

国有法人 0.42 650,000 0 无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上述股东梁建华与熊明钦、梁建中、梁刚存在亲属关

系。其中，熊明钦为梁建华岳母，梁建中、梁刚为梁建华

兄弟。公司未知以上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一

致行动的情况。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

的说明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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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58,251.15 万元，同比增长 3.01%；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 830.19万元，同比扭亏为盈。 

报告期内，公司重点开展工作如下： 

1、积极应对疫情，有序恢复生产 

2020年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对公司日常经营和管理带来前所未有的挑战，面对各地严格

的交通管制、人员隔离等疫情防控措施，作为通讯保障企业，公司在做好自身防疫工作的同时，

积极调配人员及防疫物资，努力克服各种困难，竭力满足客户及各地抗疫的通讯保障需求，为全

国疫情防控和复工复产提供保障服务。 

2、市场开拓 

（1）通信技术服务产业 

报告期内，公司成功中标了个 11省市自治区的中国移动、中国联通、中国电信、中国铁塔的

通信网络建设相关项目，通信网络综合代维方面，公司在 2020年上半年中国移动 9省综合代维项

目集采招标中共中标 5 省，中标省份数量在参与本次集采招标企业中位居前列。 

（2）物联网产业及新业务 

2020年上半年，在新冠肺炎疫情较为严重期间，华中、华南等重灾区智能水表需求滞后，桑

锐电子将智能水务市场开拓聚焦于水务智能化比例较低的河北、浙江、甘肃等省份，并成功展开

与石家庄水务集团、宁波三星电气、甘肃金徽酒厂在水务/水气配套方面的合作；随着国内疫情逐

渐好转，桑锐电子持续加强在智能水（气）表、智能电网、移动支付终端及智能教育终端等业务

模块的市场拓展力度，并与北京意锐新创科技有限公司在移动支付终端产品方面、与北京拓思德

科技有限公司在智慧教育终端产品方面达成深度合作。 

报告期内，康利物联在智慧物流和智能制造领域持续加强与华为、京东、顺丰、邮政、美的

等行业头部客户的业务合作，在智慧物流方面成功参与京东福州分拨扩仓 DVIR 工程项目、动态

DWS 系统采购项目和顺丰静态 DWS 年度采购项目等；智能制造方面，成功参与美的集团成品库位

管理项目、欧派家居的精益生产改造项目等。此外，报告期内康利物联也积极开拓新合作客户，

在智能数据采集应用方案上实现在国药物流、上海医药等医药行业公司的试点应用。 

报告期内，昊普环保成功中标了中国铁塔四川、北京、宜昌一体化机柜空调采购项目，中国

铁塔电池共用管理器采购项目，同时在巩固基站机房节能产品在中国铁塔的应用市场地位外，加

大了能耗管理系统在行业客户间的试点应用。 

报告期内，公司加强了对物联网智能化应用领域的拓展力度，并成功中标了贵州省黔东南施



洞古镇智慧旅游项目、黔东南州市民之家项目、中国移动物联网有限公司智慧运维项目、夹江县

综治中心建设项目、中移系统集成有限公司基站外电直供电改造等项目。 

3、紧抓转型发展新机遇 

疫情给国内经济带来压力与挑战的同时，也给国家推进新一代基础设施建设提供了契机。报

告期内，公司董事会结合自身实际情况，加强对公司发展战略的研究，及时对物联网产业布局进

行调整；同时紧抓当前国家大力推进 5G、物联网等新基建建设的新机遇，加快对新一代通信设备

生产研发基地及云计算中心的建设，加强在 5G、云计算、大数据等方向的产业布局。 

4、技术研发与产品创新 

为实现公司多元化业务创新转型，增强核心竞争力，公司聚合内外部资源，继续加强在 5G、

物联网、智慧能源等新技术领域的研究。报告期内，公司完成了 5G无线变频拉远产品系统样机产

品的开发，同时对 5G分布式小基站和一体化小基站产品在系统和性能等各方面进行优化和完善；

此外，公司围绕“智慧城市”方向，紧随能源互联网发展的浪潮，基于 5G/物联网、大数据等技

术方向开展 IT能力集成，全面拓展“智慧能源”类产品平台的研发，并推出电力复工复产指数、

重点企业能耗监控系统、未来社区综合服务平台等软件管理系统，产品可服务于政府、企业、社

区等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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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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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