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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300563                           证券简称：神宇股份                           公告编号：2018-045 

神宇通信科技股份公司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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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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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神宇股份 股票代码 3005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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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殷刘碗 钱菁 

办公地址 江阴市东外环路 275 号公司行政楼 江阴市东外环路 275 号公司行政楼 

电话 0510-86279909 0510-86279909 

电子信箱 sygf@shenyucable.com sygf@shenyucable.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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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主要财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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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0,559,667.13 150,479,872.16 19.9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23,524,708.79 23,288,491.62 1.0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后的净利润（元） 
22,303,776.97 18,571,007.62 20.10%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4,796,619.69 17,050,551.16 -128.13%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29 0.29 0.00%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29 0.29 0.0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5.15% 5.35% -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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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96,897,275.42 642,851,361.78 -7.1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463,331,127.28 447,806,418.49 3.47%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报告期末股东总数 10,9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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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任凤娟 境内自然人 23.94% 19,154,000 19,154,000 质押 2,610,000 

汤晓楠 境内自然人 19.68% 15,740,000 15,740,000   

上海亚邦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

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人 8.46% 6,767,200 0   

汤建康 境内自然人 7.50% 6,000,000 6,000,000 质押 5,800,000 

周芝华 境内自然人 6.48% 5,180,000 3,885,000   

江阴市港汇投资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2.84% 2,275,000 2,275,000   

西藏信托有限公司-西藏信托-莱

沃 3 号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境内非国有法人 1.88% 1,503,942 0   

苏州蓝海方舟股权投资管理有限

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1.25% 1,000,000 0 质押 1,000,000 

蒋桂华 境内自然人 1.19% 950,000 0   

江阴市博宇投资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1.09% 871,000 871,0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公司实际控制人任凤娟与汤晓楠为母女关系、汤建康与汤晓楠

为父女关系、汤建康与任凤娟为夫妻关系；另外，任凤娟还持

有港汇投资 18.26%股权、博宇投资 2.30%股权；西藏信托有限

公司-西藏信托-莱沃 3 号集合资金信托计划系公司员工持股计

划；除此之外，公司未知上述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

或是否一致行动人。 

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明（如有）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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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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年上半年，公司管理层围绕年初制定的发展战略和经营目标，积极把握市场机遇，适时调整经营策略，诚信经营，

规范运作，实现了营业收入的持续增长。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18,055.97万元，比上年同期增加3,007.98万元，同比增长19.99%。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

者的净利润2,352.47万元，比上年同期增加23.62万元，增加1.01%。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净利润

2,230.38万元，比上年同期增加373.28万元，增加20.10%。 

1、产销规模稳定增长，主营业务突出 

2018年上半年，公司全年实现主营业务收入17,178.23万元，比去年增加3,020.08万元，增长21.33%，主营业务销售规模

稳定增长，在射频同轴电缆领域的行业地位继续得到保持。报告期，一方面，公司积极推进募集资金项目建设，加快生产线

调试进度，对现有生产设备挖潜增效，实现生产制程优化，提高产线利用率，降低生产制造成本；另一方面，公司积极跟踪

不断增长的射频同轴电缆市场需求，同时大力挖掘客户潜在需求，坚定不移做大做强现有业务，市场占有率得到进一步提升，

增强了主营业务竞争能力。 

2、坚持技术创新，增强核心竞争力 

公司一直注重自主知识产权的研发，坚持技术创新，建立了省级工程技术研究中心、省级技术中心和一站式多目标服务

平台。 



神宇通信科技股份公司 2018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4 

截至报告期末，有各类研发人员共计80人，占人员总数的比例为21.80%，上半年发生研发费用643.36万元，研发费占营

业收入比重达到3.56%。通过一站式多目标服务平台，公司研发中心围绕物联网、无线通信等新兴市场需求，报告期，研发

中心新立项了高频低损耗柔软稳相2.5型射频同轴电缆研发等多个研发项目，紧紧围绕客户需求，积极开拓新产品、新技术、

新工艺。同时，公司加大知识产权申请和保护力度，2018年上半年，共有4项发明专利获得授权。 

3、完善质量体系，加强质量控制 

公司质量部门制定有《质量和绿色产品管理手册》用以规范产品的质量标准，确保产品质量稳定可靠。公司通过了

GJB9001B-2009、ISO14001:2004、TS16949等体系认证，以及美国UL实验室安规认证、SONY GP认证。报告期内，公司不

断完善自身产品质量控制体系，并通过对原材料检验、标准化生产及产成品检测等生产流程进度进行全面管控，进一步提升

产品质量水平。 

4、提高规范运作水平，维护良好形象 

报告期，公司严格按照上市公司监管要求，积极推进内控制度建设、信息披露、投资者关系管理和三会运作等工作，进

一步提升公司治理水平；按照中国证监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的相关法律法规规定，严格执行募集资金管理制度，加强了内部

审计，加强对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管理；通过投资者关系电话、互动平台等线下线上多渠道常态互动，畅通投资者与上市公

司交流的渠道，增强公司运作透明度，充分保护中小投资者利益，维护了上市公司良好市场形象，进一步确保公司战略目标

的实现和可持续发展。 

5、优化内部管理，提升运营效率 

（1）在人力资源方面，加强人才培养及激励，不断优化组织能力，提高运营效率，大力推动企业文化建设，追求员工

与企业共担共赢和共同成长。 

同时，通过社会和高校等渠道引进了研发、生产管理、市场营销等方面的专业人员，充实了公司经营管理队伍。 

（2）在绩效考核方面，建立公司效益与个人绩效挂钩的考核机制，对工作进行量化考核，调动了员工的工作积极性，

进一步完善了考核体系。 

（3）在财务管理方面，通过ERP管理软件对生产部门物料、成本耗用进行精细化考核，有效降低物料耗用，加强财务

成本管理。 

（4）公司通过周会报告制度，对日常经营中发现的问题及时沟通和处理，科学决策，对工作进度进行跟踪，有力地推

动了部门间的协调，有效提升了公司的整体运营效率。 

（5）在公司资源整合和战略布局方面，严格按照公司决策程序，报告期内，完成了神宇股份吸收合并神创电子，使公

司架构更加优化，布局更加合理，为后续战略发展奠定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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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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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与上一会计期间财务报告相比，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更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2018年1月，公司完成对全资子公司江阴神创电子材料有限公司的吸收合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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