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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231                             证券简称：奥维通信                             公告编号：2019-049 

奥维通信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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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姓名 职务 内容和原因 

张国全  总裁  

无法保证本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理

由是公司账面资金余额较大，却发生金额较小

的短期借款，无法确定公司资金使用的合理性。 

郭川臣  副总裁 

无法保证本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理

由是公司账面资金余额较大，却发生金额较小

的短期借款，无法确定公司资金使用的合理性。 

声明 

公司总裁张国全先生、副总裁郭川臣先生无法保证本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理由是：公司账面资金余额较大，却发

生金额较小的短期借款，无法确定公司资金使用的合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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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吕琦 潘玉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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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vqi@allwintelecom.com panyukun@allwintelecom.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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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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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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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4,134,180.35 124,270,714.29 -32.3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2,889,772.71 1,011,368.30 -385.7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的净利润（元） 
-5,393,167.81 -920,497.17 -485.90%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58,529,959.52 7,903,822.47 -840.53%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081 0.0028 -389.29%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081 0.0028 -389.29%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0.53% 0.15% -0.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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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10,201,096.59 774,180,149.13 -8.2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545,923,625.83 550,891,862.20 -0.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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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8,4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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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瑞丽市瑞丽湾

旅游开发有限

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27.95% 99,725,000  

质押 99,725,000 

冻结 99,725,000 

杜方 境内自然人 19.02% 67,875,000 67,875,000 质押 67,875,000 

喻建华 境内自然人 1.13% 4,030,703    

陈树林 境内自然人 0.66% 2,367,234    

田军 境内自然人 0.42% 1,488,200    

计科平 境内自然人 0.35% 1,250,000    

边塞 境内自然人 0.23% 808,530    

张海英 境内自然人 0.21% 751,800    

许东坡 境内自然人 0.20% 719,600    

李振宇 境内自然人 0.19% 684,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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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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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实际控制人名称 单川、吴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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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更日期 2019 年 06 月 01 日 

指定网站查询索引 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公告编号：2019-032） 

指定网站披露日期 2019 年 06 月 0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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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期内，公司经营层根据董事会要求，坚持“服务+产品”的运营模式，确保公司主营业

务的稳健、可持续发展。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8,413.42万元，较上年同期12,427.07万元减少4,013.65万元，

同比减少32.30%，主要系运营商4G网络建设投入减少同时未开始大规模5G网络建设，公司网

络优化覆盖设备与系统集成及技术服务订单减少，业务收入同比减少所致；通信业务实现毛

利润849.45万元，较上年同期1,502.79万元减少了653.34万元，同比下降43.48%；毛利率为

10.17%，同比下降了3.70%，主要系运营商营业收入出现下降，运营商压缩运营成本减少资

本开支，市场竞争加剧，中标价格持续下降所致。面对经营的不利因素，公司将积极采取应

对办法，通过积极拓展业务扩大规模、培育新业务，加强内部管控，优化内部资源配置，提

高公司精细化内部管理水平，提升生产效率，打造低成本运营能力，为公司的未来发展奠定

坚实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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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1. 新金融工具准则的会计政策  

 财政部于2017年3月31日发布修订后的《企业会计准则第22号——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

（财会[2017]7号）、《企业会计准则第23号——金融资产转移》（财会[2017]8号）和《企业

会计准则第24号——套期会计》（财会[2017]9号），于2017年5月2日发布了修订后的《企业

会计准则第37号——金融工具列报》（财会[2017]14号），要求境内上市企业自2019年1月1

日起执行。   

2. 新财务报表格式准则的会计政策 

财政部于2019年4月30日颁布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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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简称“《修订通知》”），对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进行了修订，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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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执行企业会计准则的非金融企业按照企业会计准则和《修订通知》的要求编制2019年度中

期财务报表和年度财务报表以及以后期间的财务报表。 

根据《修订通知》的有关要求，公司属于已执行新金融准则但未执行新收入准则和新租

赁准则的企业，应当结合《修订通知》的要求对财务报表格式及部分科目列报进行相应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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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于2019年3月5日出资设立了全资子公司沈阳市奥维通信有限公司，注册资本500.00万元。

自该公司成立之日起，公司将其纳入合并财务报表范围。 

 

 

 

 

 

 

 

 

 

 

 

奥维通信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吕琦    

二○一九年八月二十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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