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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0801                          证券简称：四川九洲                          公告编号：2019030 

四川九洲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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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异议声明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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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程旗 董事 因公出差 霞晖 

余海宗 独立董事 因公出差 黄寰 

冯建 独立董事 因公出差 黄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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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川九洲 股票代码 0008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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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曹巧云 樊乐 

办公地址 四川省绵阳市科创园区九洲大道 259 号 四川省绵阳市科创园区九洲大道 259 号 

电话 0816-2336252 0816-2336252 

电子信箱 dsb@jiuzhoutech.com dsb@jiuzhoutech.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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08,231,309.96 1,630,855,633.79 -19.7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3,785,776.40 14,400,038.50 -73.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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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的净利润（元） 
-19,668,028.05 -14,433,564.87 -36.27%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291,050,739.69 -46,499,930.82 -525.92%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037 0.0141 -73.76%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037 0.0141 -73.76%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0.16% 0.62% -0.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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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261,082,122.36 5,412,387,379.14 -2.8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2,386,614,960.67 2,406,170,088.52 -0.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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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1,9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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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川九洲电器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国有法人 47.61% 486,907,288 0   

华宝信托有限责任公司－天高资本 21号单一

资金信托 
其他 1.87% 19,140,000 0   

四川富润志合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国有法人 1.04% 10,623,100 0   

招商财富－招商银行－安徽国资 1 号专项资

产管理计划 
其他 1.01% 10,303,030 0   

华安未来资产－浦发银行－华安资产－浦发

银行－东兴 1 号资产管理计划 
其他 1.01% 10,303,030 0   

绵阳科技城发展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0.98% 10,000,000 0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华夏中证四川

国企改革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0.70% 7,171,845 0   

绵阳市九华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

法人 
0.67% 6,815,620 0   

长城国融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0.48% 4,924,600 0   

袁公民 境内自然人 0.35% 3,607,636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前十名股东已知四川九洲电器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与绵阳市九华投资管理中心

（有限合伙）属于《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规定的一致行动人，未知其他

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关系。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明（如有） 

截止报告期末，股东绵阳科技城发展投资（集团）有限公司通过中信证券股

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票 5,000,000 股；股东袁

公民通过华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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票

3,600,6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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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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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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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年上半年，全球经济增长放缓，外部不稳定不确定因素增多，特别是贸易保护主义升级，中美贸

易战持续反复，国内经济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突出，经济面临新的下行压力。面对复杂的经济形势，公

司保持发展定力，努力克服发展前行道路上的困难，聚焦数字电视、空管、信息系统业务的发展战略，以

新技术、新业态为动能，深挖用户需求、痛点，逐步构建公司业务结构的韧性，实现产业新旧动能转换。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130,823.13万元，利润总额815.10万元，归属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378.58万元。  

（一）数字电视业务 

聚焦业务发展主航道，进一步夯实广电、通信市场根基，积极布局谋划“智慧+”、5G、4K/8K超高清

等新领域、新技术、新市场，努力克服行业和市场订单的波动性影响。 

报告期内，公司专注智能终端、光器件等重点业务领域，以重点市场、关键项目、利润订单为牵引，

持续加大市场开拓力度，进一步夯实公司优势市场根基。公司积极参与北京歌华、重庆广电、浙江华数等

优质客户的项目运作，实现高清（含4K超高清）智能融合终端规模出货；通信终端、数据终端和光器件业

务努力克服行业和市场订单波动产生的影响，多点突破持续发力，与华为公司等企业级客户合作进一步深

化，为公司经营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撑。 

在未来谋篇布局方面，公司抓住“智慧+”、5G、4K/8K超高清产业发展机遇，加大对新技术、新市场

投入和开拓，顺利实施了遂宁、乐至等地智慧医院试点部署工作，继续推进遂宁智慧康养项目落地；公司

参与组建了“下一代互联网宽带业务应用国家工程实验室绵阳分实验室”、加入了O-RAN联盟（开放无线

接入网联盟）、超高清视频（四川）制作技术协同中心、四川省超高清视频产业协会等行业组织，推动公

司在5G、超高清产业领域的布局和发展。 

    此外，公司狠抓内部体制机制转换，在强化供应链管理，推动大供应链体系构建的同时，通过营造“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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担、共创、共享”机制氛围，进一步激发组织与员工活力，推动公司持续、健康、高效发展。 

（二）空管业务 

以市场需求为导向、以前沿技术为引领，积极拓展新客户、新产品市场，进一步巩固空管市场优势地

位。 

报告期内，公司以重点市场重点项目为牵引，精耕传统优势市场。一方面，公司积极对接客户需求，

机载防撞系统、一体化地面询问机等产品订单，实现传统优势领域在新平台、新客户上的新发展；另一方

面，公司狠抓空管新技术、新产品的布局和研制工作，实现了射频收发子系统、AeroMACS基站等新产品获

得客户订单，公司空管领域的优势地位进一步夯实。此外，公司积极推进产品适航取证工作，丰富空管产

品线，为民航市场开拓奠定基础。 

（三）信息系统业务 

抓住细分领域发展机遇，盘活存量，做好增量，努力克服外部不利因素，推动信息系统业务尽快完成

调整转型。 

报告期内，公司信息系统业务发展遇到诸多困难，正处于调整转型的阵痛期。一方面由于客户需求调

整，毛利率较高的技术服务收入大幅下降，同时，基于市场开发策略调整，公司放弃了部分实施周期长、

风险较大的集成项目，导致公司信息系统业务上半年营业收入、毛利率同比出现下降。 

面对发展困境，公司始终保持发展定力，积极参与“天网工程”、“雪亮工程”等重点项目工程建设，

推动了山东临沂校园食品溯源、银川批发市场电子结算等项目落地实施。下半年，公司将围绕食品安全、

公共安全、智慧安防等细分业务，积极布局重点产品的市场推广,加快新建项目合同签订，强化项目运作

能力，提升优质项目对公司业绩的支撑力度，尽快扭转当前不利的经营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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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计政策变更的内容和原因 审批程序 备注 

1、根据《关于修订印发2019年度一般企

业财务报表格式的通知》（财会（2019）

6号）的相关要求，公司对财务报表相关

项目进行列报调整，并对可比会计期间的

比较数据相应进行调整。 

2019年8月23日第十一届董事会2019年度

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                                                                   

2019年8月23日第十届监事会2019年度第

二次会议审议通过 

《关于修订印发2019年度一般企业财务

报表格式的通知》自2019年半年度报告开

始执行 

2、根据财政部《关于印发修订<企业会计

准则第 7 号—非货币性资产交换>的通

知》（财会[2019]8 号）的相关要求，公

司对 2019 年度及以后期间发生的非货

币性资产交换，按照修订后的准则执行。 

2019年8月23日第十一届董事会2019年度

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                                                                   

2019年8月23日第十届监事会2019年度第

二次会议审议通过 

会计准则第7号自2019年6月10日起施行 

3、根据财政部《关于印发修订<企业会计

准则第 12 号—债务重组>的通知》（财

会[2019]9 号）的相关要求，公司对 2019 

年度及以后期间发生的债务重组，按照修

2019年8月23日第十一届董事会2019年度

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                                                                   

2019年8月23日第十届监事会2019年度第

二次会议审议通过 

会计准则第12号自2019年6月17日起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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订后的准则执行。 

         

一、根据财政部上述会计政策的相关要求，公司会计政策变更的主要内容如下： 

（一）根据《关于修订印发 2019年度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通知》（财会（2019）6号）的相关要

求，公司对财务报表相关项目进行列报调整，并对可比会计期间的比较数据相应进行调整，具体情况如下： 

1、资产负债表中“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项目分拆为“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两个项目；“应

付票据及应付账款”项目分拆为“应付票据”及“应付账款”两个项目； 

2、利润表新增“信用减值损失”项目反映企业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第 22 号——金融工具确认和计

量》（财会〔2017〕7 号）的要求计提的各项金融工具信用减值准备所确认的信用损失； 

3、利润表中“投资收益”下新增“以摊余成本计量的金融资产终止确认收益（损失以“-”号填列）”

项目； 

4、利润表中“资产减值损失”、“信用减值损失”项目位置移至“公允价值变动收益”之后；将利

润表“减：资产减值损失”调整为“加：资产减值损失（损失以“-”号列示）”。 

5、现金流量表明确了政府补助的填列口径，企业实际收到的政府补助，无论是与资产相关的还是与

收益相关，均在“收到的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项目填列； 

6、所有者权益变动表，明确了“其他权益工具持有者投入资本”项目的填列口径，“其他权益工具

持有者投入资本”项目，反映企业发行的除普通股以外分类为权益工具的金融工具的持有者投入资本的金

额。该项目根据金融工具类科目的相关明细科目的发生额分析填列。 

（二）根据财会〔2019〕8 号的相关要求，公司对 2019 年度及以后期间发生的非货币性资产交换，

按照修订后的准则执行。 

（三）根据财会〔2019〕9 号的相关要求，公司对 2019 年度及以后期间发生的债务重组，按照修订

后的准则执行。 

二、本次会计政策变更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会计政策将根据财政部发布财会[2019]6号、财会[2019]8号及财会[2019]9号的相关要求进行调

整，本次公司会计政策变更仅对财务报表格式和部分项目及对应可比会计期间的比较数据列示产生影响，

不会影响当期和以前年度的财务数据，不存在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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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上一会计期间财务报告相比，本报告期合并报表范围减少了四川视听通网络技术有限公司和深圳翔

成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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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长： 霞    晖 

 

四川九洲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二○一九年八月二十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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