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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231                证券简称：奥维通信                公告编号：2022-052 

奥维通信股份有限公司 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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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报告的董事会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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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奥维通信 股票代码 0022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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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白利海 陈婷婷 

办公地址 沈阳市浑南新区高歌路 6 号 沈阳市浑南新区高歌路 6 号 

电话 024-83782200 024-83782200 

电子信箱 bailihai@allwintelecom.com chentt@allwintelecom.com 

2、主要财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是 否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元） 78,363,397.45 248,361,874.17 -68.4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4,885,692.00 13,678,214.33 -135.7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的净利润（元） 
-5,075,785.80 12,733,860.96 -139.86%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22,263,607.64 26,452,175.54 -184.17%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141 0.0386 -136.53%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141 0.0386 -136.53%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22% 3.22% -4.44%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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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资产（元） 617,515,981.50 680,266,861.85 -9.2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398,137,210.60 403,022,902.60 -1.21%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38,8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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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记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瑞丽市瑞丽湾旅游开

发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23.42% 81,225,000  

质押 81,225,000 

冻结 81,225,000 

杜方 境内自然人 20.00% 69,375,000 52,031,250 质押 51,475,000 

方韶军 境内自然人 1.03% 3,572,200    

张海英 境内自然人 0.84% 2,900,817    

肖飞 境内自然人 0.75% 2,610,628    

陈威 境内自然人 0.45% 1,567,700    

陈树林 境内自然人 0.35% 1,200,000    

王秋林 境内自然人 0.29% 989,300    

肖爱培 境内自然人 0.27% 926,200    

梁皎 境内自然人 0.24% 846,0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未知上述股东之间存在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人关系。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明（如

有） 

公司自然人股东陈树林通过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

户持有 1,200,000股，合计持有 1,200,000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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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6、在半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存续的债券情况 

□适用 不适用 

三、重要事项 

（一）经营情况概述 

报告期内，公司始终围绕既定战略，持续不断优化业务结构，集中优势资源拓展军工信息化主业。然而受疫情反复

影响，公司订单交付及项目验收进度延迟，导致营业收入确认不及预期。2022 年上半年度，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7,836.34

万元，较去年同期下降 68.45%；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净利润-488.57万元，较去年同期下降 135.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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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期内，公司各项重点工作开展如下： 

1.集中优势资源，持续聚焦主业 

2022 年上半年，伴随着疫情的反复，公司在做好疫情防控的同时，积极开展工作部署，加强应急保障，通过增加采

购渠道、强化项目实施管理等措施，推进产品与项目的交付与验收。 

报告期内，公司持续加强与各军区的技术交流活动，持续推进公司各产品线的研究、开发与销售。在业务实施中，

对客户需求进行充分的分析和论证，提供了有针对性的系统解决方案，得到客户认可的同时，也为公司自研产品的开发

提供有效信息和支撑。随着在军工通信领域内的客户不断的积淀，公司的产品与技术、服务保障能力使客户对公司的信

任度不断提高，公司得到了客户的高度认可及赞扬。 

报告期内，我公司承担某部队新建区域指挥通信系统项目，系统采用模块化设计，提供视频会议、视频指挥融合通

信、视音频处理、网络通信等多种功能模块，用户可根据业务需求配置不同的功能模块。系统融合了语音调度、集群对

讲、视频调度和即时消息等多媒体调度业务，可以在较低的带宽下实现语音和视频通话。通过指挥调度系统、指挥图像

系统、大厅扩声系统建设，具备高速数据采集、高宽带数据传输和高性能数字信号处理能力，具备基础信息通信保障能

力和参加作战演训、试验任务指挥通信能力，满足部队驻区指挥通信需求，支撑各主要工作的部署运行，为用户提供指

挥调度、军事训练、重大演习等指挥业务和日常管理业务，提供实时、直观、准确的音频通信保障。 

2.加强内部管理，夯实发展基础 

报告期内，公司持续优化经营运作，提升精细化管理水平，严格开展全项目周期成本管控，不断深化降本增效工作

力度，降低成本费用。同时，公司也不断的加强内部管理，提升风险管控力度，促进公司健康、稳定和持续发展。 

报告期内，公司取得《信息系统建设和服务能力评估体系》（CS 二级）、CSIIA 系统集成企业能力标准符合性证书

（三级）资质。 

3.持续研发投入，实现产品、技术创新 

公司始终以科技创新为己任，持续研发投入，进行先导性研发与创新，先后承担了移动通信、宽带集群、救援电台、

军用国产交换机和安全平板等多个预研和型研项目，以及军委科技委国防科技研究项目，构建了完备的军事宽带移动通

信体系，实现了国产核心交换设备的安全自主可控，攻克了新一代单兵装备小型化、轻量化技术难题。截至报告期末，

公司部分产品已完成定型。 

报告期内，公司通过与沈阳航空航天大学、沈阳理工大学等高校进行密切的产学研合作，共同组建了辽宁奥维通信

智慧视频产学研联盟，共同探索新一代信息技术的技术攻关、设计和研发，公司将进一步加强相关合作研发，争取更多

研发及产业化成果。 

（二）实际控制人涉诉案 

公司通过查询中国庭审公开网（http://tingshen.court.gov.cn）、北京法院审判信息网（www.bjcourt.gov.cn）

获悉，公司实际控制人单川先生因犯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被判处有期徒刑十二年（刑期自 2019 年 12 月 23 日起至

2031 年 12月 22 日止）。截至本公告日，该案已由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作出终审裁定：驳回单川等的上诉，维持原判。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1 年 11 月 6 日、2022 年 5 月 12 日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披露的

《关于公司实际控制人案件判决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070）、《关于公司实际控制人案件终审裁定的公告》（公

告编号：2022－032）。 

（三）控股股东破产清算事项 

公司控股股东瑞丽湾因债务纠纷被债权人万向信托股份公司申请破产清算事项，已由云南省瑞丽市人民法院裁定受

理。截至本公告日，云南省瑞丽市法院已指定云南凌云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管理人”）担任瑞丽湾管理人。管理人

已接管瑞丽湾印章及营业执照，停止瑞丽湾的营业，未最终确定处置瑞丽湾公司财产的方案。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1 年 8 月 2 日、2022 年 1 月 28 日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披露的《关

于公司控股股东破产清算被法院指定管理人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005）、《关于法院受理公司控股股东破产清算

申请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057）。公司将持续关注上述事项的进展情况，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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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增加经营范围及修订《公司章程》 

公司分别于 2022 年 5 月 31 日召开的第六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和 2022 年 6 月 16 日召开的二〇二二年第一次临时股

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增加经营范围并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同意公司增加经营范围及修订《公司章程》相应

条款，并授权经营管理层办理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公司已于 2022 年 6 月 17 日办理完成了上述事项的工商变更登记手续，

并取得了沈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换发的《营业执照》。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分别于 2022 年 6 月 1 日、2022 年 6 月 18 日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披露的

《关于增加经营范围并修订〈公司章程〉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035)、《关于完成经营范围工商变更登记的公告》

（公告编号：2022-040）。 

(五）拟注销子公司 

公司于 2022 年 7 月 22 日召开的第六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注销全资孙公司的议案》，同意注销

全资孙公司瑞丽市中缅红木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缅红木”），并授权经营管理层办理注销相关事宜。截至本公告日，

相关注销手续正在办理中。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2 年 7 月 23 日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披露的《关于注销全资孙公司

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046）。  

 

 

 

 

 

 

奥维通信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杜方  

2022 年 8 月 29日 

http://www.cninfo.com.cn/
http://www.cninfo.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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