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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重要提示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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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者应当到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等中国证监会指定媒体上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

文。 

2 独立董事何和平、谢仲华无法保证本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理由均是：保留对以前

及本中期未被发现之重大错漏可能对 2018 半年度（6.30）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及现金流量

公允表达的影响。 请投资者特别关注。除上述两位独立董事外，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

人员保证本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 

3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会议。 

4 本半年度报告未经审计。 

5 经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不分配、不转增。 

二 公司基本情况 

2.1 公司简介 

公司股票简况 

股票种类 股票上市交易所 股票简称 股票代码 变更前股票简称 

A股 上海证券交易所 *ST上普 600680 上海普天 

B股 上海证券交易所 *ST沪普B 900930 沪普天B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李中耀 詹佳敏 

电话 021-64832699 021-64832699、 

021-64360900-2371 

办公地址 上海市宜山路700号A3楼 上海市宜山路700号A3楼 

电子信箱 zhengquanb@shpte.com zhanjm@shpte.com 

 

2.2 公司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

增减(%) 

总资产 1,990,986,658.46 2,077,550,753.04 -4.1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资产 

282,773,494.26 365,008,142.40 -22.53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



（1-6月） 减(%)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14,123,979.11 -34,481,653.45 不适用  

营业收入 133,282,794.36 241,445,572.12 -44.8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 

-82,235,644.91 -137,907,497.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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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4,145,162.12 -138,516,266.95 不适用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

益率（%） 

-25.39 -18.88 不适用 

基本每股收益（元／

股） 

-0.215 -0.361 不适用 

稀释每股收益（元／

股） 

-0.215 -0.361 不适用 

2.3 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 股 

截止报告期末股东总数（户） 36,481 

截止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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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质押或冻结的股

份数量 

中国普天信息产业股份有限

公司 

国有法

人 

50.25 192,073,258 0 无 0 

何炜 境内自

然人 

1.45 5,552,505 0 未知   

傅频青 境内自

然人 

0.64 2,428,100 0 未知   

毛瓯越 境内自

然人 

0.39 1,499,931 0 未知   

高巧珍 境内自

然人 

0.27 1,041,000 0 未知   

陈庆桃 境内自

然人 

0.26 1,001,600 0 未知   

葛建平 境内自

然人 

0.24 926,100 0 未知   

国元证券经纪（香港）有限

公司 

境外法

人 

0.24 914,828 0 未知   

缪明华 境内自

然人 

0.2 870,000 0 未知   

裘兴祥 境内自

然人 

0.20 757,353 0 未知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上述股东之间未知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属于《上市

公司股东持股变动信息披露管理办法》规定的一致行动



人。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

的说明 

不适用。 

2.4 截止报告期末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前十名优先股股东情况表 

□适用  √不适用  

2.5 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适用  √不适用  

2.6 未到期及逾期未兑付公司债情况 

□适用√不适用  

 

三 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3.1 经营情况的讨论与分析 

（一）产业经营情况 

商业自动化：2018 年上半年二代证产品销售收入为 1,111万元，累计销量 10563台。商用闸

机、新能源配套、POS 机产品销售收入 300 多万元。研制了带蓝牙通信功能的台式居民身份证阅

读机具，完成了硬件电路及通信功能设计，为下一步产品的投产和市场销售奠定了基础。 

安防监控：2018 年上半年实现销售额 913 万元,完成上海普天园区应急呼叫系统，上海普天

园区安防监控改建项目方案。积极处理原软件集成部遗留问题，梳理软件集成部业务构成，压缩

人员，降低成本。 

能源集成：2018年上半年实现销售收入 672万元，完成了北京京东综合布线项目审计工作、

完成仁济医院三期、复旦光华楼项目节能量认定、持续推进京东北京及华东项目、杨浦二师附小

等教育项目的后续收尾工作。完成了东航上海基地 3个机库照明改造项目调研工作及方案编制。 

奉贤工业园：2018 年上半年实现销售收入 2,004 万元（其中外部 1,956 万元），为全年预算

的 51.38%。2018年上半年新增出租面积 4677.12平方米，新增客户数为 5家，截止 2018年 6月

底园区年平均出租率已提升到 92.9%，与去年同期和年底相比分别上升了 5.2 和 2.5个百分点。 

营销中心：跟进和落实重点项目—三亚酒店管理学院三期，奉化智慧展馆项目，铁力人民医

院智慧医疗项目，宝山有轨电车项目，与浙江大学大数据中心建立合作，2018 年上半年共计中标

金额 490万元。 

山崎公司：通过内部多方面管控和监管降低产品生产综合成本，实现营业收入 8,239 万元，

实现净利润 249 万元，比 2017 年同期增长了 19.25%。取得了国家高新企业认定和科技中小型企

业认定。 

（二）公司经营管理情况 

1、坚持“党管干部”原则，切实将“对党忠诚、勇于创新、治企有方、兴企有为、清正廉洁”

作为选拔任用干部的标准，对于不符合标准要求的干部，坚持干部“能上能下”及时予以调整；

对于违纪违规的干部，根据法律法规、规章制度追究相关责任，严肃处理，绝不姑息。2018年上

半年，共计提拔干部 7 名，转正干部 5名，岗位调整、降职或免职的干部 5名。 

2、持续推进上市公司规范管理工作，不断完善公司治理结构，将总法律顾问工作有关规定在

公司章程中予以明确。及时做好风险防范工作，加强信息披露工作。 

3、发挥内部审计监督作用,2018年上半年共完成审计项目 8项。一是完成了 2位子公司领导

干部的离任经济责任审计工作，强化对权力运行的监督和制约；二是针对部分历史业务，开展了



5 项专项核查工作，包括：部分长期预付账款、项目长期应收款、客户资信情况、项目存货、部

分历史项目业务情况核查的专项说明，进一步力促项目规范运作；三是针对子公司经营管理工作，

开展了 1项专项核查工作，提出了完善管理机制的审计意见，促进企业健康有序发展。 

4、加紧推进企业改革工作，根据公司经营困难的实际情况，多次组织专题会议、实地调研对

于持续亏损的产业进行分析和研讨，采取措施堵住亏损点，降低运营成本、费用。在此基础上，

以精简高效为原则，组织各职能部门结合管理职责，梳理职责分工，进行定岗定编，人力资源部

针对各年龄层、各岗位的人员情况进行排摸和梳理，并对人力成本进行测算，制定职能部门改革

的初步方案，为下一步改革的实施提供支撑。 

5、强化财务风险管控工作，保证公司资金运营流畅。加强采购入库的基础管理，加强应收款

的催讨力度。通过全面预算的编制、执行、考核三个环节，实现对企业生产经营活动全过程的控

制和管理。 

3.2 与上一会计期间相比，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原因及其影响 

□适用  √不适用  

3.3 报告期内发生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更正金额、原因及其影响。 

□适用  √不适用  

 

 

 

上海普天邮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8年 8月 28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