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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北纬通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年度报告摘要 

一、重要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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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者应当到证监会指定媒

体仔细阅读年度报告全文。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异议声明 

姓名 职务 内容和原因 

声明 

除下列董事外，其他董事亲自出席了审议本次年报的董事会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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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 是 √ 否  

公司经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的普通股利润分配预案为：以实施 2018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时股权登记日的总股本为基数，向全

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0.25 元（含税），送红股 0 股（含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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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纬科技 股票代码 0021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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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黄潇 冯晶晶 

办公地址 
北京市海淀区首体南路 22 号国兴大厦 26

层 

北京市海淀区首体南路 22 号国兴大厦 26

层 

电话 010-88356661 010-88356661 

电子信箱 ir@bw30.com ir@bw30.com 

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2018年，公司积极进行业务整合、战略升级，对重点业务进行纵向深化和横向延展。报告期主要业务包括移动增值及行业应

用、手机游戏、移动互联网产业园。 

移动增值及行业应用主要是公司针对企业用户提供的增值及互联网服务。报告期内公司的移动增值业务与运营商铃音基地进

行合作，在全国范围开展企业彩铃和精品铃音盒；行业应用主要是面向企业用户提供流量、企业短信和物联网云平台三种产

品及服务，报告期内逐步实现从手机连接业务到物联网连接业务的转变。根据工信部《2018年通信业统计公报》的数据，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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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电信业务收入累计完成13,010亿元，比上年增长3.0%。国内电信业市场发展趋于饱和，电信业“增量不增收”趋势加剧。因

此受运营商政策和市场容量影响，公司移动增值、企业短信、流量等产品业务规模收缩。为了应对逐步加重的“剪刀差”，公

司快速调整经营策略，总结多年来服务于电信运营商的经验，面对物联网技术的日趋成熟和市场需求的爆发，加大物联网业

务布局，整合物联网卡资源，打造“北纬蜂巢物联”物联网云服务平台，并与日海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日海智

能”）成立合资公司，建立“模组+物联网卡”合一（以下简称“模卡合一”）的营销体系，推出面向不同垂直行业的物联网连接

服务整体解决方案。 

手机游戏业务是指公司代理运营手机游戏产品，通过与渠道商、制作商进行产品收益分成而取得收入。2018年，公司延续精

品海外手游引进策略，报告期内与华纳旗下的Playdemic工作室签约代理了精品海外手机游戏《决战高尔夫》，这是继《模

拟城市：我是市长》、《糖果苏打传奇》、《愤怒的小鸟冲冲冲》、《植物大战僵尸全明星》等世界知名游戏产品之后，蜂

巢游戏再一次与全球知名游戏公司和游戏产品合作。与国际知名厂商的广泛合作有利于提高公司的游戏代理发行能力，提升

公司蜂巢游戏品牌价值。同时，蜂巢游戏横向扩展运营范围，自主研发面向海外市场的手游产品。初步构建形成了“运营+

研发”、“国内+海外”的发展模式，提升了蜂巢游戏整体竞争力。 

北纬移动互联网产业园即北纬国际中心地处南京河西新城科技园，以高品质的楼宇设施和物业管理服务，为客户提供良好的

租驻体验，同时通过吸引大量移动互联网企业入驻，形成兼具研发支持、产业孵化以及产业培育等功能的产业聚集平台。目

前，新媒体产业集群已成为园区亮点，随着江苏新媒体行业多家优质企业在园区落户，良性聚合效应逐步形成。目前北纬国

际中心入驻率达到98%。 

3、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1）近三年主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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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币元 

 2018 年 2017 年 本年比上年增减 2016 年 

营业收入 232,727,100.09 569,806,370.64 -59.16% 394,408,901.9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41,708,323.69 129,662,224.63 -67.83% 78,830,452.3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11,449,491.10 106,723,459.34 -89.27% 74,712,872.96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9,213,306.80 196,681,569.26 -85.15% 43,059,617.03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7 0.24 -70.83% 0.31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7 0.23 -69.57% 0.31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3.53% 11.42% -7.89% 7.51% 

 2018 年末 2017 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减 2016 年末 

资产总额 1,273,280,599.24 1,358,482,559.16 -6.27% 1,222,721,130.7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1,152,254,267.69 1,201,102,271.38 -4.07% 1,091,417,837.82 

（2）分季度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人民币元 

 第一季度 第二季度 第三季度 第四季度 

营业收入 64,571,125.58 67,038,918.41 55,752,328.23 45,364,727.8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6,987,416.01 11,632,362.49 10,011,507.58 3,077,037.6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6,967,402.15 9,401,083.98 3,412,014.07 -8,331,009.10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5,668,552.04 12,236,168.56 27,681,168.03 -5,035,477.75 

上述财务指标或其加总数是否与公司已披露季度报告、半年度报告相关财务指标存在重大差异 

□ 是 √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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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股本及股东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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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

东总数 
59,488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

一个月末普通股股

东总数 

57,187 

报告期末表决权

恢复的优先股股

东总数 

0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一

个月末表决权恢复的

优先股股东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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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傅乐民 境内自然人 21.10% 119,613,584 89,710,187 质押 24,816,000 

彭伟 境内自然人 3.74% 21,200,903 15,900,677   

许建国 境内自然人 3.58% 20,283,309 15,212,482   

中央汇金资产

管理有限责任

公司 

国有法人 0.46% 2,581,260 0   

郑永孝 境内自然人 0.39% 2,211,920 0   

卢彦喜 境内自然人 0.31% 1,769,100 0   

段卫荣 境内自然人 0.29% 1,617,500 0   

赵宇 境内自然人 0.25% 1,441,600 0   

郑淼 境内自然人 0.25% 1,426,860 0   

郑博怀 境内自然人 0.25% 1,426,600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

动的说明 

上述股东中，公司董事傅乐民、许建国和彭伟 3 人之间相互不存在关联关系，也不属于《上

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中规定的一致行动人，未知上述 3 人与其他股东、其他股东之间是否

存在关联关系，也未知是否属于一致行动人。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

说明（如有） 

段卫荣通过投资者信用账户持有公司股票 1,617,500 股；赵宇通过投资者信用账户持有公司股

票 1,441,600 股；郑博怀通过投资者信用账户持有公司股票 834,800 股。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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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以方框图形式披露公司与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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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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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1、报告期经营情况简介 

公司是否需要遵守特殊行业的披露要求 

是 

房地产业 

公司需遵守《深圳证券交易所行业信息披露指引第 3 号—上市公司从事房地产业务》的披露要求 

根据CNNIC《第43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内容显示，截至2018年12月我国手机网民规模达8.17亿，网民中使用

手机上网的比例由2017年底的97.5%提升至2018年底的98.6%，增幅较上年减少1.3%。整体用户规模增幅继续收窄，发展步

伐放缓。与此同时，物联网发展动能强劲，以NB-IoT为代表的窄带蜂窝物联网技术进入商用元年。截至12月底，三家基础

电信企业发展蜂窝物联网用户达6.71亿户，全年净增4亿户。在目前渐行渐近的物联网时代，移动互联网将向着万物互联、

智能互联方向跨越，蜂窝物联网连接将迎来需求爆发的发展机遇。 

面对上述行业环境，公司管理层在2018年转变经营策略，加大物联网业务布局，将其作为公司重要发展战略；面对国内移动

互联网增量空间见顶的现状，拓展手机游戏业务宽度，以自研游戏向海外市场延伸；收缩移动增值业务及行业应用开发业务

规模；保持北纬移动互联网产业园带来稳定现金流的同时，加快建设形成产业集群生态圈效应。 

2018年公司实现营业总收入23272.71万元，较上年下降59.16%；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4170.83万元，较上年减

少67.83%。 

（一） 移动增值及行业应用业务 

公司作为较早进入移动增值业务领域的市场参与者，随着移动互联网快速发展，主营业务已完成由传统移动增值业务向移动

互联网业务的转型，加之运营商提速降费的大趋势，报告期内公司顺应环境收缩传统移动增值业务推广量，移动增值、企业

短信、流量等产品收入规模较同期大幅下降。2018年度，公司继续为四川航空、海南航空提供定制化研发及运营服务，但是

由于航空业务客户数量少、行业较封闭，业务增长前景不明朗，公司主动对互联网航空业务战略收缩。 

2018年年中，国际标准组织3GPP批准了第五代移动通信技术标准独立组网功能冻结，第一个完整版的全球5G标准正式出炉，

5G网络建设正式拉开帷幕。国际电信联盟ITU为5G定义了三大应用场景，即eMBB（增强型移动宽带）、mMTC(海量机器

类通信)、uRLLC（超可靠、低时延通信）。因为物联网对于网络的要求需要超大的连接量、高可靠性与实时性、甚至低功

耗或者深度覆盖等特性，5G的三大应用场景在物联网领域形成完整的结合。5G网络的建设将会推动物联网创新应用的步伐，

随之产生大量的场景需求和机会。面对5G时代的到来，公司积极调整经营策略，收缩wifi、短信及流量等业务，发布“蜂巢

物联”品牌，依托公司自研的物联网云服务平台，为客户提供定制化、一站式物联网管理服务。同时，公司与日海智能共同

出资设立北京日海北纬物联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日海北纬”），日海北纬将充分借助日海智能在通信模组方面的优势及

北纬行业资源拓展能力，构建模卡合一的营销体系，开展物联网卡和综合解决方案的销售。2018年，北纬参股公司天宇经纬

（北京）科技有限公司与中国联通共同打造基于网络测控的无人机大数据服务平台—“沃天宇”无人机云平台，助力构建安全、

高效、经济、可靠的低空物联网生态，在物联网业务发展层面，公司与天宇经纬可以实现资源共享、合作共赢。2019年初，

公司全资子公司北京永辉瑞金创业投资有限公司与时序大数据研发商北京涛思数据科技有限公司股东达成投资意向，出资认

购涛思数据部分股权，为公司物联网业务生态体系提供有力支撑。 

综上，报告期内公司相关事业部逐步落实传统业务收缩及新业务投入的相关措施，为向物联网业务转型奠定了良好基础。 

（二） 手机游戏业务 

手机游戏业务自2017年开始启用全新团队及组织架构，不断优化提升运营能力，并组建蜂巢游戏自研团队。2018年，公司获

得华纳兄弟旗下手机游戏《决战高尔夫》的国内独家代理权，根据AppAnnie的数据显示，该款游戏曾在全世界126个国家和

地区的运动类游戏畅销榜排名位居第一。但因受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暂停游戏版号审批的政策影响，该游戏2018年未能如

期上线，上线计划延期。同时，蜂巢游戏启动面向海外市场的自研游戏开发，预计2019年可以上线海外市场。2018年度，蜂

巢游戏持续运营《模拟城市：我是市长》、《妖姬三国》等成熟手游产品，存量用户维持稳定，但受生命周期限制，收入呈

下降态势。报告期内，公司手机游戏新老产品衔接断档，新产品研发投入较大且未取得收入，导致手机游戏业务整体收入和

净利润显著下滑。 

（三） 北纬移动互联网产业园 

北纬移动互联网产业园位于江苏南京新城科技园区，长三角地区是中国经济最活跃的区域之一，近年来南京加快实施创新驱

动发展“121”战略，打造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和科技产业创新中心，构建一流创新生态体系。在此经济及政策环境的推动下，

南京地区写字楼租赁需求预计将不断增加，尤其是科技类企业的需求量有较大增长空间，同时写字楼供应量也持续加大，市

场竞争愈发激烈。2018年四季度，南京市场甲级写字楼存量达到163万平方米，空置率20.2%，环比上升。面对激励的竞争

态势，公司以构建培养多样化产业集群生态圈为目标，开展针对性招商，优化园区产业结构，吸引产业链内创新型优质企业

入驻，目前已初步形成新媒体产业集群。 

2018年，北纬移动互联网产业园引进专业顾问公司，完善物业管理体系，截至年底，产业园出租面积约为7.9万平方米，租

驻率达到98%，租金单价处于新城科技园内较高水平，其良好运营得到了入驻企业和新城科技园的认可，成为南京河西区域

高端办公的优选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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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报告期内主营业务是否存在重大变化 

□ 是 √ 否  

3、占公司主营业务收入或主营业务利润 10%以上的产品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产品名称 营业收入 营业利润 毛利率 
营业收入比上年

同期增减 

营业利润比上年

同期增减 

毛利率比上年同

期增减 

移动增值及行业

应用 
93,470,324.21 39,421,618.24 57.82% -69.53% -74.52% 8.25% 

手机游戏业务 55,060,957.56 38,246,229.80 30.54% -71.28% -68.83% -5.46% 

移动互联网产业

园 
82,958,784.31 23,838,388.78 71.26% 18.34% 2.67% 4.38% 

4、是否存在需要特别关注的经营季节性或周期性特征 

□ 是 √ 否  

5、报告期内营业收入、营业成本、归属于上市公司普通股股东的净利润总额或者构成较前一报告期发生

重大变化的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6、面临暂停上市和终止上市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7、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1）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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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名称 变更原因 

北京日海北纬物联技术有限公司 投资设立 

北京北纬蜂巢互娱科技有限公司 投资设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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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对 2019 年 1-3 月经营业绩的预计 

√ 适用 □ 不适用  

2019 年 1-3 月预计的经营业绩情况：净利润为正，同比下降 50%以上 

净利润为正，同比下降 50%以上 

2019 年 1-3 月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变

动幅度 
-73.51% 至 -49.96% 

2019 年 1-3 月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区

间（万元） 
450 至 850 

2018年 1-3月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万

元） 
1,698.74 

业绩变动的原因说明 

受到手机游戏版号停发及运营商政策变化影响，手机游戏及传统业务盈利

能力预计持续下降。同时，物联网业务加大人员、技术储备和资金投入。

因此，2019 年一季度公司净利润同比大幅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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