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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231                               证券简称：奥维通信                           公告编号：2021-065 

奥维通信股份有限公司 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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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奥维通信 股票代码 0022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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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白利海 孙莺绮 

办公地址 沈阳市浑南新区高歌路 6 号 沈阳市浑南新区高歌路 6 号 

电话 024-83782200 024-83782200 

电子信箱 bailihai@allwintelecom.com sunyingqi@allwintelecom.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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元） 248,361,874.17 66,793,261.66 271.8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13,678,214.33 5,255,805.04 160.2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的净利润（元） 
12,733,860.96 -3,183,671.79 499.97%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26,452,175.54 -83,126,158.59 131.82%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386 0.0147 162.59%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386 0.0147 162.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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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3.22% 0.87% 2.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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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76,469,156.55 749,566,925.16 -9.7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393,371,745.79 430,789,527.58 -8.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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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8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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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记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瑞丽市瑞丽湾

旅游开发有限

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22.76% 81,225,000  

质押 81,225,000 

冻结 81,225,000 

杜方 境内自然人 19.44% 69,375,000 52,031,250 质押 53,375,000 

肖飞 境内自然人 0.97% 3,458,917    

张海英 境内自然人 0.78% 2,794,100    

陈树林 境内自然人 0.57% 2,040,000    

梁皎 境内自然人 0.32% 1,139,500    

肖爱培 境内自然人 0.26% 926,000    

中国民生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

广发均衡增长

混合型证券投

资基金 

其他 0.25% 908,100 

 

  

陈乐 境内自然人 0.25% 898,981    

张东立 境内自然人 0.23% 831,31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

的说明 
未知上述股东之间存在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人关系。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

明（如有） 

公司自然人股东陈树林通过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

2,04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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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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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在半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存续的债券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三、重要事项 

（一）经营情况概述 

报告期内，公司始终坚持以科技创新为驱动力，以“产品+服务”为主线，紧抓军工业务的发展机遇，持续推进军工业务，

公司依靠多年来在信息化领域积累的大量先进技术和经验，为拓展通信军工市场打下坚实基础。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

入24,836.19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271.84%；实现利润总额1,497.82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88.55%；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1,367.82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160.25%。 

 2021年上半年，随着新冠疫情等导致的全球经济疲软，世界不稳定因素增多趋势明显，国际形势愈发复杂多变，世界

主要国家都将国防放在极其重要的位置。目前我国无论从国防开支、军队装备等方面，都在大力进行国防建设，不断推进建

设信息化、现代化军队。未来，随着国防开支总额的不断提升及装备费用占比的幅度扩大，投入装备采购费用增幅明显，将

促进国防军工业务市场产业链上下游加速扩产交付，报告期内，得益于军工行业下游需求大幅提升影响，公司实现的业绩同

比增幅明显。 

2021年上半年，公司坚持推动自主转型为途径的战略导向，紧抓市场机遇，加大力度开展军队用户信息化建设和产品研

发与销售，并延展军工市场领域，不断拓展新市场，争取更多市场订单份额。公司项目、技术团队通过项目任务的开展、持

续跟踪、落实重点客户项目需求。报告期内，公司先后中标部队、大学等多个音视频采购项目，为客户提供了有竞争力的系

统解决方案。同时建立与研究所的深度合作，为产品的研发提供更好的支撑。公司现阶段已基本健全并逐步完善了音视频、

国产自主可控设备、无线宽带通信系统等自研产品线；业务领域方面，未来也将把握并扩大现有优势，逐步拓展应用的军种

类型，实现海陆空多领域的产品应用。 

2021年上半年，国家大力推进军民融合，鼓励民营企业参与军队建设，在此背景下，公司以"科技强军、产业报国"为己

任，以形成全链条、多领域、高效益的军民科技深度融合的企业战略发展格局为目标，力求打造国防科工知名民营企业品牌。

报告期内，公司在延续既有项目的基础上，坚持以音视频、国产自主可控为核心，重点实施5G移动通信、音视频指挥系统、

军用国产交换机和自主可控安全平板等项目。报告期内，公司还通过了武器装备相应资格的产品扩项现场审查，在自主可控

安全平板和国产交换机等产品的科研生产方面实现准入。 

（二）回购股份 

公司于2021年1月13日召开的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2021年1月29日召开的2021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了《关于回购股份方案的议案》，拟使用自有资金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部分公司股份，用于注销并减少注册资本。本次

回购资金总额不低于人民币5,000万元（含）且不超过人民币10,000万元（含），回购价格不超过人民币7.60元/股。具体回购

资金总额、回购股份数量以回购完成时实际回购股份使用的资金总额、回购股份数量为准。本次回购实施期限自公司股东大

会审议通过本次回购股份方案之日起12个月内。 

公司于 2021 年 7 月 26 日召开的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股份期限提前届满暨回购方案实

施完毕的议案》，鉴于公司回购金额已达到本次回购方案中的回购金额下限，根据公司 2021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授权，

董事会同意回购股份期限提前届满，回购方案实施完毕。  

公司已于 2021 年 8 月 6 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完毕上述回购的 9,949,983 股股份的注

销手续，注销数量、完成日期、注销期限均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本次注销完成后，公司股份总数、股本结构相应发生

变化。本次回购股份的注销不会对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产生重大影响。 

公司于2021年8月19日召开的第五届董事会第三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公司章程>部分条款的议案》，本次回

购的股份注销完成后，根据2021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授权，对《公司章程》中涉及的注册资本、股份总数等相关条款进

行修订，并由董事会授权经营管理层办理相关工商变更手续。 

上述内容详见公司于2021年2月4日、2021年7月28日、2021年8月10日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披露的

《回购报告书》（公告编号：2021-018）、《关于回购股份期限提前届满暨回购实施结果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054）、

《关于回购股份注销完成暨股份变动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058）。 

（三）实际控制人涉诉案 

公司通过查询中国庭审公开网（http://tingshen.court.gov.cn）获悉，公司实际控制人单川先生因涉嫌虚开增值税发票，用

于骗取出口退税、抵扣税款发票罪被北京市人民检察院第三分院提起公诉，目前案件尚在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进一步审

理中，截至本公告日，公司暂未获悉相关进展情况。公司将持续关注上述事项的进展情况，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具体

内容详见公司于2021年3月16日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披露的《关于公司实际控制人被提起公诉的公告》

（公告编号：2021-025）。 

（四）控股股东破产清算被法院受理事项 

关于公司控股股东瑞丽湾因债务纠纷被债权人万向信托股份公司申请破产清算事项，截至本公告日，云南省瑞丽市人民

法院已作出（2021）云3102破1号《民事裁定书》，裁定受理万向信托股份公司对公司控股股东瑞丽湾的破产清算申请，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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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公司于2021年8月2日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披露的《关于法院受理公司控股股东破产清算申请的公告》

（公告编号：2021－057）。公司将持续关注上述事项的进展情况，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奥维通信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杜方 

                                                                                                                2021年8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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