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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792                           证券简称：通宇通讯                           公告编号：2020-044 

广东通宇通讯股份有限公司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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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下列董事外，其他董事亲自出席了审议本次半年报的董事会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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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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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宇通讯 股票代码 0027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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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旷建平  

办公地址 广东省中山市火炬开发区东镇东二路 1 号  

电话 0760-85312820  

电子信箱 zqb@tycc.cn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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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元） 752,682,000.43 805,607,158.43 -6.5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27,166,414.61 51,070,873.59 -46.8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的净利润（元） 
14,811,933.21 38,345,812.02 -61.37%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138,045,728.64 -97,352,473.56 33.12%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804 0.1512 -46.83%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804 0.1512 -46.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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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48% 2.61% -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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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63,970,603.96 3,142,025,386.45 -2.4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1,989,948,307.36 1,957,456,897.23 1.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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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0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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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吴中林 境内自然人 37.03% 125,105,444 97,246,383 质押 15,000,000 

SHI GUIQING 境外自然人 26.09% 88,131,258 66,098,443   

香港中央结算

有限公司 
境外法人 1.12% 3,776,586    

中国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华

夏中证 5G通信

主题交易型开

放式指数证券

投资基金 

其他 0.85% 2,878,896    

中国银河证券

股份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0.54% 1,840,000    

#张德顺 境内自然人 0.43% 1,462,511    

瑞士信贷（香

港）有限公司 
境外法人 0.32% 1,089,1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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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 0.21% 699,621    

李卓昆 境内自然人 0.19% 653,672    

UBS AG 境外法人 0.18% 604,8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

的说明 

上述股东中，吴中林与时桂清（SHI GUIQING)系夫妻关系。除以上情况外，公司未知其他

前十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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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股东张德顺通过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份

1,429,7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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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东通宇通讯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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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年上半年，受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全球经济遭受到了重大冲击，国内外经济形势面临严峻挑战。新冠

疫情使得公司及上下游企业在年后的复工延迟，导致部分订单未能按时交付，而国外疫情持续未能得到较好的控制，报告期

内公司出口收入同比大幅减少，致使公司经营业绩较上年同期有所下降。 

面对突如其来的新冠疫情，公司积极采取各项措施，在确保员工身体健康安全的前提下，稳步有序地组织复工复产，

努力克服疫情带来的不利影响。经过全体员工的共同奋战，二季度公司销售收入与净利润环比实现增长。 

报告期内，公司紧抓国内市场机会，通过自主的技术研发优势、快速的市场响应速度，紧密围绕中国移动、中国电信、

联通等运营商及中兴、爱立信等设备商，设计先进的产品方案，满足不同应用场景的不同产品需求，同时公司精修自身“基

本功”，降本增效、提升内控管理水平，通过持续引入高端技术、管理人才，实行各层级人才梯队建设，持续提升公司的内

在价值。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752,682,000.43元，同比下降6.57%；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27,166,414.61元，同比

下降46.81%。 

报告期内，公司主要完成了如下工作： 

（一）顺利完成董事会、监事会的换届工作 

鉴于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监事会任期届满，公司根据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对新一届董事会、监事会的候选人的进行

选举，并经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产生了新一届的董事会、监事会成员，同时由董事会聘任完成了新一届高级管理人员，圆满

完成公司董事会、监事会的换届选举工作。公司将在新一届董事会的带领下，继续发扬优良传统、恪尽职守，勤奋工作，保

持公司可持续发展。 

（二）开展对外投资，完善公司产业链布局 

公司参与投资设立的产业投资基金鸿运金鼎与湖南格兰德芯微电子有限公司及其新老股东共同签署了《湖南格兰德芯

微电子有限公司投资协议》。本次增资完成后，鸿运金鼎占格兰德芯注册资本1.42857%。格兰德芯主要从事射频前端器件

的芯片设计，具有高性能 GaAs及硅体CMOS射频前端设计技术，全球领先推出纯硅体CMOS工艺高功率、高线性、宽频全

集成功放及射频前端IC，具备在纯硅体CMOS工艺上设计生产出高性能射频高功率产品。其产品可广泛应用在 WIFI（路由

器/手机）、5G 设备、物联网设备等多个领域，目前是国内较早实现 WiFi5 产品量产、实现 WiFi6/5GNR 微基站 PA 量产

并得到主流 SOC 合作厂商的企业。鸿运金鼎投资格兰德芯，有助于公司在芯片领域的布局，推动公司完成通信全产业链布

局，同时有助于提高资金使用效率，加强公司投资能力，为公司整体战略目标的实现提供支持。 

（三）积极落实防疫措施，有序组织生产经营 

自新冠疫情爆发以来，公司在第一时间启动了应急响应，成立应对疫情工作小组，全面落实疫情防控的各项措施，并

积极关注疫情变化，不断优化疫情防控应急措施，在全力保障员工生命健康的前提下，稳步推进复工复产，最快速度的将公

司产品交付客户。 

面对新冠肺炎疫情带来的不利影响，公司经营管理层积极应对，及时调整经营管理策略，表现出了较强的抗风险能力。

同时，公司经营管理层通过强化内部控制，进一步加强成本管控，深入挖掘各个管理节点潜力，促进增收节支，有效提升公

司运行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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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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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