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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0586                           证券简称：汇源通信                           公告编号：2019-054 

四川汇源光通信股份有限公司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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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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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汇源通信 股票代码 000586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变更前的股票简称（如有） 不适用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姓名 张轩 

办公地址 四川省成都市高新区吉泰三路新希望国际 C座 15层 1507-1508号 

电话 028-85516608 

电子信箱 xuanzhang24@16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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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川汇源光通信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2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元） 171,527,135.77 165,329,263.37 3.7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4,277,320.37 -4,631,479.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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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 
2,757,597.41 -5,932,634.45 不适用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32,249,829.31 -38,855,283.80 17.00%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22 -0.024 不适用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22 -0.024 不适用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80% -1.97% 不适用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

减 

总资产（元） 597,436,271.56 599,392,755.83 -0.3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240,461,449.34 234,752,472.16 2.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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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4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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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广州蕙富骐骥投资合伙企业（有限

合伙） 
其他 20.68% 40,000,000 0 冻结 40,000,000 

北京鼎耘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9.75% 18,851,330 0   

泉州市晟辉投资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5.00% 9,672,301 0 质押 9,670,000 

上海乐铮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2.82% 5,453,099 0 质押 5,453,073 

长飞光纤光缆股份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2.79% 5,392,325 0   

四川省长江集团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1.19% 2,300,000 0   

金怡云 境内自然人 1.06% 2,042,400 0   

沈家萱 境外自然人 0.53% 1,028,000 0   

皮天仪 境内自然人 0.38% 731,700 0   

丁嘉毅 境内自然人 0.27% 525,000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2019年 7月 16日，公司向上述股东发出《关于是否存在一致行动或

者关联关系的核查函》，要求各方按照核查函事项进行核查并说明。

除上海乐铮网络科技有限公司与皮天仪未回复外，其余各方均进行

回复称：截止 2019年 6月 30日前与上表所列其他股东不存在一致

行动或者关联关系。公司未知上海乐铮网络科技有限公司、皮天仪

是否与其他股东存在关联关系，也未知上海乐铮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皮天仪是否存在《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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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明（如有） 
金怡云女士通过融资融券账户持股 1,870,000股，皮天仪先生/女士

通过融资融券账户持股 311,7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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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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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在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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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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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否 

（一）报告期内光通信行业及公司业务总体发展情况 

随着“宽带中国”、“一带一路”、“互联网+”等因素的积极影响，三大运营商将持续进行固网宽带建设，加大对通

信工程建设、物联网等及相关配套设施的投入，对基站、天线、射频、通信设备、光模块、光纤光缆和网络运营维护等产生

积极影响，光纤光缆和通信工程施工作为网络建设必不可少的一部分，为我公司通信工程及电力通信提供了发展机遇。 

2019年上半年，公司持续巩固光纤光缆业务优势的同时，积极加快新产品的开发，提升产品品质，加大电子智能化专

业承包、高速公路机电等电力工程施工业务的开发，拓展相关多元化领域。 

报告期内，光通信公司继续以客户定制生产OPGW、ADSS产品为生产销售主线，持续拓展电力线路在线监测和林业防火

在线监控业务。公司凭借多年积累的相应技术及市场优势，积极参与技术含量较高的电力光缆局部市场，进一步凸显公司现

有的技术优势，提升光缆业务销售量和市场占有率；在线监测业务较以前年度有所下滑，光通信公司加速智能光纤基站、分

布式故障监测、覆冰监测的产品推广。塑料光纤公司主要生产、研发、销售塑料光纤，主要应用于照明市场。其中利润较低

的照明市场和消费电子产业市场的销量持续增加，利润较高的高端工控、传感等产品的销量小幅增加，进口和自产光模块产

品较去年同期有所增加。2019年半年度公司光纤光缆及相关产品主营业务收入10,693.06万元，占本报告期内主营业务收入

65.38%，与上年同期相比有所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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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在稳定光纤光缆及相关产品市场占有份额的同时，积极拓展通信工程及系统集成业务发展。吉迅数码公司通信工

程施工、基站线路代维和数据代维业务的发展依托于技术实力和服务质量，公司致力于不断提升专业水平。但与高水准、专

业化的同类公司相比，吉迅数码公司尚需进一步加强学习和提升，同时随着行业政策的调整，通信运营商集采度增加，进一

步导致行业竞争加剧。报告期内，吉迅数码公司取得电子与智能化工程专业承包一级资质，为承接大型智能建筑、智能化园

区、数据中心等新业务奠定基础。信息技术公司充分利用现有光缆、管道和施工的集成解决方案优势，结合现有的工程施工

技术，切入到高速公路机电工程业务中，目前已形成从线路勘察到产品销售及施工一整套服务方案。以“到货及时、响应迅

速，安全施工、质量第一”的理念与客户建立良好的合作关系，逐步提升客户对汇源品牌的认可。2019年半年度公司通信工

程及系统集成主营业务收入5,662.88万元，占本报告期内主营业务收入34.62%，与上年同期相比有所下降。 

（二）报告期内主要经营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17,152.71万元，与上年同期相比上涨3.75%；营业成本12,303.88万元，比上年同期相比

下降3.69%；实现营业利润265.87万元；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427.73万元；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上市公司

股东的净利润275.76万元。 

（三）报告期内重大事项概述 

1、关于变更重组承诺的事项 

2019年5月29日，公司收到蕙富骐骥及汇垠澳丰《关于继续延长重组承诺期限的函》。2019年6月4日，公司召开第十一

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了《关于控股股东承诺变更的议案》，未获通过，同日公司召开第十一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

过了《关于控股股东承诺变更的议案》。2019年6月6日，公司收到蕙富骐骥及汇垠澳丰《关于继续延长重组承诺期限的函》。

2019年6月10日，公司召开第十一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了《关于控股股东承诺变更的议案》，未获通过，同日公司召

开第十一届监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控股股东承诺变更的议案》。 

2019年6月13日，公司收到蕙富骐骥发来的《提案函》《广州蕙富骐骥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及其执行事务合伙人

关于继续延长重组承诺期限的议案》等相关文件，其提议在2019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事项中增加一项临时提案，独立

董事发表了同意增加临时提案的独立意见。2019年6月24日，公司召开2019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的《关于继续延长

重组承诺期限的议案》未获通过。 

2019年8月9日，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四川监管局对控股股东广州蕙富骐骥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及其执行事

务合伙人广州汇垠澳丰股权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出具了《关于对广州汇垠澳丰股权投资基金管理公司采取责令公开说明监

管措施的决定》（[2019]28号）和《关于对广州蕙富骐骥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采取责令公开说明监管措施的决定》

（[2019]29号），具体详见公司于2019年8月15日披露的《四川汇源光通信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四川证监局对公司控股股东及

其执行事务合伙人采取责令公开说明监管措施决定的公告》（公告编号：2019-049）。 

2、关于出售参股公司股权暨关联交易的事项 

2019年5月29日，公司召开第十一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第十一届监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出售参股公

司股权暨关联交易的议案》，依据中联资产评估集团有限公司以2019年4月30日作为评估基准日出具的《四川汇源光通信股

份有限公司拟转让泰中光缆有限公司45%股权项目资产评估报告》（中联评报字[2019]第919号），同意以泰中光缆股东全部

权益价值的评估值为参考依据，将公司持有的泰中光缆45%的股权作价1,226万元转让给一诚投资，并签署相应的《股权转让

协议》。 

截至本报告披露之日，公司全资子公司光通信公司已收到一诚投资代泰中光缆支付的非经营性资金往来余额

1,991,150.35元；公司已收到一诚投资支付的第一笔股权转让款6,252,600元。本次交易已办理完毕泰国和中国有关行政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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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部门关于泰中光缆有限公司股东变更的相关审批手续，一诚投资已取得《企业境外投资证书》。 

3、关于控股股东的有限合伙人之劣后方资产被冻结的事项 

2018年6月15日，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出具《民事裁定书》[（2018）京03民初464号]，裁定原告北京鼎耘科技发

展有限公司与被告珠海横琴泓沛股权投资基金（有限合伙）因借款合同纠纷，冻结被告珠海横琴泓沛股权投资基金（有限合

伙）在平安大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登记的平安汇通广州汇垠澳丰6号专项资产管理计划B级份额203,500,000元（含全部本金

及损益）。截至本报告披露之日，公司尚未收到本事项相关进展情况。 

2018年7月6日，广东省珠海市中级人民法院出具了《民事裁定书》[（2018）粤04财裁定保7号]，因广州汇垠天粤股权

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与珠海横琴泓沛股权投资基金（有限合伙）合同纠纷提出仲裁，裁定冻结珠海横琴泓沛股权投资基金

（有限合伙）持有的在平安大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登记的全部平安汇通广州汇垠澳丰6号专项资产管理计划B级份额及其全部

收益（初始认购金额为203,500,000.00元），冻结数额以人民币101,133,842.5元为限，不动产及其他财产权的查封期限为

三年，查封、扣押动产的期限为两年，冻结银行存款的期限为一年。截至本报告披露之日，公司尚未收到本事项相关进展情

况。 

2018年10月18日，广东省深圳市罗湖区人民法院出具了《民事裁定书》[(2018)粤0303执保2461号]，裁定轮候查封被

申请人珠海横琴泓沛股权投资基金（有限合伙）持有的平安大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登记的全部平安汇通广州汇垠澳丰6号专

项资产管理计划B级份额及其全部收益（初始认购金额203,500,000元）。查封期限三年，自转为正式查封之日起计算三年，

冻结金额以人民币36,800,633.49元。具体查封期限以本案查封、扣押、冻结财产通知书中的期限为准。截至本报告披露之

日，公司尚未收到本事项相关进展情况。 

4、关于控股股东部分股份被冻结的事项 

2018年10月10日，四川省成都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出具《民事裁定书》（[2018）川0191财保56号），刘中一

因权益纠纷向法院提出仲裁前财产保全申请，法院裁定对广州蕙富骐骥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明君集团科技有限公司

所有的财产在价值86,557,000.00元范围内予以查封、冻结。 

2018年11月20日，四川省成都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出具《民事裁定书》（[2018]川0191财保69号），刘中一

因权益纠纷向法院提出仲裁前财产保全申请，法院裁定对广州蕙富骐骥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持有四川汇源光通信股份

有限公司2,960万股股份予以查封、冻结。 

2018年12月4日，四川省成都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因明君集团科技有限公司与蕙富骐骥合同仲裁案出具《四川

省成都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8）川0191财保74号]，裁定对蕙富骐骥名下4,000万上市公司股票

予以查封、冻结（轮候冻结）。 

截至本报告披露之日，公司尚未收到本事项相关进展情况。 

5、关于控股股东有限合伙人所代表的资管计划清算的事项 

2018年9月20日，广州蕙富骐骥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收到有限合伙人深圳平安汇通财富管理有限公司发来的《关

于平安汇通汇垠澳丰6号专项资管计划提前终止并进入清算期的通知函》，有限合伙人平安大华所代表的资管计划已于2018

年9月19日提前终止并进入清算期，截至本报告披露之日，公司尚未收到相关清算方案等进展情况。 

6、关于要约收购事项 

2018年2月27日、3月1日，要约方安徽鸿旭及其一致行动人上海乐铮分别披露了《要约收购报告书摘要》和《要约收购

报告书摘要（修订稿）》。2018年3月9日，委托公司披露了延长发布《要约收购报告书》的说明。截至本报告披露之时，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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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收到安徽鸿旭及其一致行动人上海乐铮《要约收购报告书》及后续进展等情况。 

2018年8月20日，深圳证券交易所就上海乐铮网络科技有限公司、安徽鸿旭新能源汽车有限公司关于“未按时披露要约

收购进展；不公平披露要约收购价格等重大信息；预受要约相关信息披露不完整、存在重大遗漏；以及上海乐铮未及时通知

上市公司披露质押股份情况”分别给予公开谴责的处分，具体内容详见深圳证券交易所官方网站（http://www.szse.cn）于

2018年8月20日披露的《关于对上海乐铮网络科技有限公司、安徽鸿旭新能源汽车有限公司给予公开谴责处分的公告》。 

2018年10月28日，四川证监局就上海乐铮网络科技有限公司、安徽鸿旭新能源汽车有限公司关于“不公平披露要约收

购价格等重大信息；未按规定披露要约收购进展”分别进行责令改正，并要求其进行整改并提交书面报告。具体内容详见公

司于2018年11月9日披露的《关于四川证监局对上海乐铮网络科技有限公司和安徽鸿旭新能源汽车有限公司采取责令改正措

施决定的公告》、2018年11月20日披露的《上海乐铮关于对<关于对上海乐铮网络科技有限公司和安徽鸿旭新能源汽车有限

公司采取责令改正措施的决定>相关情况的报告》，截至本报告披露之时，尚未收到安徽鸿旭关于前述要求整改事项的报告。 

7、并购基金设立的事项 

2017年6月9日，公司召开第十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拟参与投资设立并购基金的议案》，同

意公司作为有限合伙人与中经宏熙及股东上海乐铮（筹划时持有3.34%的公司股份）拟设立的全资子公司合作，使用不超过

5,000万元自筹资金投资参与设立并购基金，并与中经宏熙、上海乐铮签署《意向协议》。具体详见公司于2017年06月13日、

6月15日在《证券日报》《中国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上披露的《关于公司拟参与投资设立并购基金的公告》（公告编号：

2017-034）、《关于公司拟参与投资设立并购基金的补充公告》（公告编号：2017-035）。截至本报告披露之日，无实际进

展。 

2、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1）与上一会计期间财务报告相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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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上一会计期间财务报告相比，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 

四川汇源光通信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何波 

二零一九年八月二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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