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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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半年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

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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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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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睿科技 600562 高淳陶瓷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薛海瑛 陆亚建 

电话 025-52787052 025-52787053 

办公地址 南京市江宁经济开发区将军大

道39号 

南京市江宁经济开发区将军大

道39号 

电子信箱 dmbgs@glarun.com dmbgs@glarun.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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88,636,576.70 2,687,806,306.58 0.0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资产 

1,761,207,833.00 1,788,721,688.84 -1.54 

 本报告期 

（1-6月）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

减(%)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131,575,447.75 -20,900,245.21 不适用 



营业收入 455,503,028.82 440,383,766.69 3.4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 

23,710,396.05 78,910,229.80 -69.9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 

20,696,993.56 75,835,170.89 -72.71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

益率（%） 

1.32 4.57 减少3.25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

股） 

0.04 0.13 -69.23 

稀释每股收益（元／

股） 

0.04 0.13 -69.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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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891 

截止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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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质押或冻结的股

份数量 

中国电子科技集团公司第

十四研究所 

国有法

人 

26.48 164,781,349 57,227,461 无   

国睿集团有限公司 国有法

人 

19.02 118,356,882 118,356,882 无   

宫龙 境内自

然人 

4.14 25,789,210 0 无   

中华联合财产保险有限公

司-传统保险产品 

其他 2.53 15,746,860 6,247,996 无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鹏华中证国防指数分

级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1.74 10,802,124 0 无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富国中证军工指数分

级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1.56 9,698,400 0 无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富国国家安全主题混

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1.34 8,356,361 0 无   

南方工业资产管理有限责

任公司 

其他 1.00 6,247,996 6,247,996 无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国投瑞银国家安全灵活配

其他 0.84 5,224,895 0 无   



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南京紫金资产管理有限公

司 

国有法

人 

0.73 4,550,371 0 无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国睿集团有限公司为中国电子科技集团公司第十四

研究所的全资子公司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

的说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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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年以来，在外部不确定因素增多、国内经济处于新旧动能转换的大环境下，公司面临经

营下行压力。面对不利形势，公司对外努力拓展市场，对内加强管理、提质增效，按照年度经营

计划积极推进各项工作。 

（一）主营业务发展情况 

1、雷达整机与相关系统 

报告期内，由于存量合同不足，新签合同情况仍未改善，雷达整机与相关系统板块收入下降

幅度较大。面对经营压力，公司加强市场营销，创新业务模式，努力为后续发展布局。上半年公

司参加了南京第八届世界雷达博览会、马德里空管展等海内外大型展会，探索雷达的租赁商业模

式，采取多种形式进行产品推广；中标中南空管局机场风廓线雷达、宁波市北仑区预报预警服务

平台等项目；中标福建海洋气象监测预报预警平台项目，将公司气象应用系统从陆地延伸至海洋。 

技术发展方面，公司受托牵头开展了中国气象局气象业务化协同观测发展相关工作，完成了

协同观测发展技术方案的编制；新一代二次雷达样机研制成功；完成了全固态双偏振技术的开发，

成功用于 X 波段雷达中；积极推进机场场面监视雷达、连续波雷达、相控阵双偏振技术等产品和

技术的研发工作。气象应用系统方面，基于雷达和卫星资料快速循环同化技术的客观化智能网格

预报预警系统的研发基本完成，该产品将实现对海洋、陆地全空间覆盖的灾害性天气实时监测预

警；继续推进基于分布式大数据存储和云计算技术的气象大数据平台、基于气象大数据与行业大

数据深度融合技术的行业气象风险影响预报服务系统等产品和技术的研发。 

2、轨道交通系统 

报告期内，轨道交通系统多个项目进入集中供货阶段，同时新签合同情况较好，收入实现大

幅度增长。上半年，公司成功中标苏州 5 号线工程信号系统、南京 7 号线工程信号系统、福州 6

号线工程信号系统核心分包、南京线网指挥中心（NCC）信号系统核心分包、徐州 2号线乘客信息

系统等项目。 



技术发展方面，公司自主研发的有人驾驶 CBTC 系统（基于通信的列车自动控制系统）应用项

目已完成上道试验和试运行安全评估工作；自主化无人驾驶 CBTC系统研发工作有序推进。 

3、微波器件 

报告期内，微波器件业务受中兴通讯被制裁、军用器件客户需求不足等因素影响，收入出现

下滑。随着中兴通讯制裁的解除，预计下半年相关业务将恢复正常。随着 5G产业步入快速发展期，

公司将 5G 相关业务作为重点拓展的方向，微波技术军转民前景良好，公司将着力推动 5G相关业

务成为新的业绩增长点。 

技术发展方面，用于下一代雷达的宽带环行器关键技术取得突破，并开发了系列型号的环行

器产品；开发了应用于 5G移动通信的多种无源微波器件，部分形成了小批量供货；移相器组件的

集成设计水平得到了进一步提高，可用于多种阵列天线。 

4、特种电源 

报告期内，公司加强特种电源军品市场的应用推广，积极推动高性能低压电源业务，收入实

现稳定增长。公司通过积极参与国家重大工程，进一步巩固了传统高压电源细分市场的优势地位；

同时积极加大预研投入，开拓了静电除尘电源（环保）市场领域，并形成了批量销售。 

技术发展方面，报告期内公司作为项目牵头单位承接的国家重点研发计划“X 波段高稳定性

小型化放射源模块”项目，按进度正常推进中，有利于公司保持在特种电源领域的技术先进性。 

（二）综合管理 

报告期内，公司积极推进管理变革，促进提质增效，提升精细化管理水平，以管理促发展，

取得了积极成效。 

1、运营管理  

加强经营数据实现过程的监控，积极开展经营数据整理分析工作，进一步加强绩效考核，努

力推动经营目标实现。积极采取开源节流、降本增效系列措施，加强项目目标成本管理和预算执

行监控，提升项目管理成效；加强对产品全过程的质量策划和管理，严把产品质量关，提高客户

满意度；积极推动业务流程优化，利用信息化手段提升管理效率，建立运营管理协调机制，合理

配置业务资源，提高整体效能。 

2、内控管理 

围绕现代企业法人治理要求，加强内控管理制度梳理及流程优化，强化内部审计监督，进一

步提升业务规范化和标准化，切实有效地防范各类风险。 

3、人力资源管理  

按照体系化、市场化的原则，建立了新的考核评价机制和薪酬激励机制，层层分解任务、落

实责任，促进公司经营目标和发展战略的实现。根据岗位需要制订和实施差异化培训，提升培训

有效性；完成人力资源管理系统信息化一期建设。  

4、党建和企业文化工作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引，进一步加强党建工作，将党建工作要求写入

公司章程。聚焦董事会目标，融入中心促发展，党建工作和各项业务工作紧密结合，不断提高党

建工作科学化水平，提升党建工作价值创造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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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