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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重要提示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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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者应当到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等中国证监会指定媒体上仔细阅读年度报告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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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出席董事情况 

未出席董事职务 未出席董事姓名 未出席董事的原因说明 被委托人姓名 

董事 陈山枝 因工作原因未能出席 戈俊 

 

4 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本公司出具了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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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取10%法定公积金，计11,070,198.74元；不提取任意公积金；扣除已实施2019年度现金分红

方案派现397,583,109.92元，本次可供股东分配的利润合计804,724,678.11元。以实施权益分派股权

登记日登记的总股本为基数，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0.8元（含税）；不进行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 

此预案须经公司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二 公司基本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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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烽火通信 600498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符宇航 董强华 

办公地址 武汉市东湖高新区高新四路6号 武汉市东湖高新区高新四路6号 

电话 027-87693885 027-87693885 

电子信箱 info@fiberhome.com info@fiberhome.com 

 

2 报告期公司主要业务简介 

自 1999 年成立以来，烽火通信始终专注于全球信息通信事业的进步与发展，积累了对人类沟

通方式的深刻理解和创造。经过深入拓展信息技术与通信技术融合而生的广泛领域，目前烽火通

信已成为我国智慧城市、行业信息化、智能化应用等领域的核心企业，致力于最大限度挖掘数字

连接价值，赋能千行百业。 

公司产品涵盖传送、接入、光纤光缆、数据通信、服务器、云计算、光配线、大数据平台服

务和数据分析服务、移动平台等多方面，产品及服务解决方案除了助力于运营商的业务发展和转



型需求外，还广泛服务于政务、轨道、教育、建筑、广电、电力、铁路、石油、高速、医疗等多

个行业，公司已成为我国智慧城市、行业信息化、智能化应用等领域的核心企业，连续多年荣膺

全球光通信最具竞争力企业十强。 

自 2020 年初新冠疫情发生以来，烽火通信充分发挥信息通信企业的专业优势和央企的责任担

当，全力以赴参与疫情防控，并根据疫情发展和社会需要持续予以援助和支持，与抗击疫情第一

线的医护人员一起为打赢疫情攻坚战、保卫战竭尽所能，与江城市民和全国人民一起共克时艰，

携手前行，在第一时间成立防疫保障小组，驰援火神山、雷神山、方舱、省妇幼等医院应急通信

网络建设，确保运营商的公共网络和各种专线业务稳定运行。 

在过去的一年中，在全产业链的共同努力下，中国 5G 建设取得了阶段性成效，全球规模最

大、用户发展最快、独立组网的 5G 网络已经成为“中国标签”。作为 5G 产业的核心力量，烽火通

信以 5G、云和数据中心为关键抓手，携手运营商，着力打造面向个人、家庭、政企和新兴市场的

全域解决方案，为经济社会转型需求和人们数字化美好生活需要提供了有力支撑。 

尽管近年来行业客户需求一直不断变化，但本质上数字化转型之路从未改变，顺势衍生出更

多的创新性需求。同时云化、数据化、智能化等趋势交相辉映，为行业数字化转型带来强劲动力。

为此，烽火通信一直以核心技术夯实数字化建设底座，整合优势技术资源，打造了一揽子数字化

产品及解决方案。烽火通信 FitCloud 云计算技术体系是烽火通信 ICT 数字化解决方案的核心。

FitCloud 满足等保 2.0 安全标准，打造五级可靠性保护体系，同时积极引入 AI 能力，使烽火云实

现智能运维、智能预测等能力。此外，FitCloud 可适配多种场景，具备云边协同能力，支持灵活

定制，帮助用户补齐最后一公里的上云短板。烽火大数据产品应用广泛，FitData 大数据平台可提

供从原始数据到数据运营的整体解决方案，打造以统一管理调度为基础，以数据处理为中心、以

满足用户需求为目标的新型平台，发掘数据的业务价值，大幅提升用户业务的应用能力。在 ICT

基础设施方面，烽火服务器产品形态广泛，拥有面向关键业务环境、大数据、人工智能、云计算

及深度定制的多种服务器产品，满足用户不同场景需求。同时，烽火通信还可提供开放、智能、

安全、灵活的数据中心网络，及绿色数据中心全模块化建设一站式服务。 

在不断完善数字化战略、打造数字化解决方案的同时，烽火通信凭借技术创新及行业实践，

成为 OIF 开源基础设施基金会创始白金会员，同时也是中国应急管理学会常务理事单位、数字政

府建设服务联盟副理事长单位；此外，烽火通信还积极参与各项国家、行业标准编制工作，包括

政府行业、通信行业、轨道行业以及云计算、大数据等领域的多项标准编制工作，完成标准编制

数十项，并培养了专业的标准编制人才队伍，成为 5G 通信、云计算、大数据、数字政府、智慧

城市、智慧城轨等行业标准的引领者。 

 

3 公司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3.1 近 3 年的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2020年 2019年 

本年比上年 

增减(%) 
2018年 

总资产 35,041,538,711.86 31,491,057,789.55 11.27 29,214,969,011.94 

营业收入 21,074,437,344.29 24,661,976,843.46 -14.55 24,235,238,780.8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 

102,292,206.30 978,779,413.76 -89.55 843,859,460.1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

利润 

61,670,730.04 948,205,811.21 -93.50 794,735,607.5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11,472,428,105.64 11,470,258,168.10 0.02 10,009,573,376.00 



净资产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量净额 

112,575,050.09 353,671,433.12 -68.17 351,121,931.16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9 0.84 -89.29 0.76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9 0.82 -89.02 0.76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0.9 9.40 减少8.50个

百分点 

8.65 

 

3.2 报告期分季度的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第一季度 

（1-3 月份） 

第二季度 

（4-6 月份） 

第三季度 

（7-9 月份） 

第四季度 

（10-12 月份） 

营业收入 2,910,425,701.60 6,528,674,059.86 6,385,449,630.07 5,249,887,952.76 

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净利润 
-190,236,950.14 245,990,568.52 221,645,237.32 -175,106,649.40 

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后的净

利润 

-189,498,779.76 235,753,289.78 202,775,735.68 -187,359,515.66 

经营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量净额 
-3,523,890,617.98 394,299,298.22 -614,870,035.23 3,857,036,405.08 

 

季度数据与已披露定期报告数据差异说明 

□适用  √不适用  

 

4 股本及股东情况 

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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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止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131,605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末的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129,214 

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全称） 

报告期内

增减 

期末持股数

量 

比例

(%) 

持有有

限售条

件的股

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

情况 股东 

性质 股份 

状态 

数

量 

烽火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0 494,097,741 42.23 0 无 0 国有法人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4,914,678 22,210,630 1.90 0 无 0 其他 

常州行动创业投资合伙

企业（有限合伙） 

0 18,956,067 1.62 0 无 0 境内非国有

法人 

深圳市国协一期股权投

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

合伙） 

0 11,773,681 1.01 0 无 0 境内非国有

法人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华夏中证 5G 通信主

5,340,908 11,647,333 1.00 0 无 0 其他 



题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

券投资基金 

湖南三力通信经贸公司 0 10,900,000 0.93 0 无 0 国有法人 

郑启安 -84,700 8,435,300 0.72 0 无 0 境内自然人 

国新投资有限公司 380,231 6,697,766 0.57 0 无 0 国有法人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国泰中证全指通

信设备交易型开放式指

数证券投资基金 

2,060,158 3,864,358 0.33 0 无 0 其他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博时中证央企结构调

整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

券投资基金 

-1,377,40

0 

3,861,148 0.33 0 无 0 其他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

致行动的说明 

公司控股股东与其他公司前十名股东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也不属于

《上市公司股东持股变动信息披露管理办法》中规定的一致行动人。公

司未知上述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是否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持股变动信息披露管理办法》中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4.2 公司与控股股东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的方框图 

√适用  □不适用  

 

 

4.3 公司与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的方框图 

√适用  □不适用  

 



4.4 报告期末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 10 名股东情况 

□适用 √不适用  

5 公司债券情况 

□适用 √不适用  

 

三 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1 报告期内主要经营情况 

2020 年，公司面对突如其来的新冠疫情，宏观经济环境急剧变化和行业竞争形势加速转变的

形势，公司加以正确认识和系统应对，奋力突破外部环境的重重阻碍，坚定加大科研投入，不懈

地推动行业信息化进程，推动公司长远持续发展。 

截止报告期末，公司总资产达 350.42 亿元，同比增长 11.27%；归属母公司所有者权益

1,147,242.81 万元，同比增加 0.02%；公司全年实现营业收入 2,107,443.73 万元，同比减少 14.55%；

实现归属母公司净利润 10,229.22 万元，同比减少 89.55%。 

 

2 导致暂停上市的原因 

□适用  √不适用  

 

3 面临终止上市的情况和原因 

□适用  √不适用  

 

4 公司对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变更原因及影响的分析说明 

□适用  √不适用  

 

5 公司对重大会计差错更正原因及影响的分析说明 

□适用  √不适用  

 

6 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对财务报表合并范围发生变化的，公司应当作出具体说明。 

√适用 □不适用  

本公司子公司的相关信息详见本附注“九、在其他主体中的权益”。 

本报告期合并范围变化情况详见本附注“八、合并范围的变更”。 

 

 

 

 

公司名称 烽火通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鲁国庆 

日期 2021 年 4 月 17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