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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斯贝尔数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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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负责人刘潭爱、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刘春保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袁亮亮声明：保证本半年度报告中财务报
告的真实、准确、完整。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审议本报告的董事会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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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斯贝尔 股票代码 0028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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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春  

办公地址 
湖南省郴州市苏仙区观山洞街道高斯贝尔
产业园 

 

电话 +86（735）2659962  

电子信箱 wangchun@gospell.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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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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5,962,485.15 388,487,651.82 -28.9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31,198,117.28 -31,131,732.64 -0.2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的净利润（元） 
-33,881,573.31 -34,668,179.09 2.27%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14,200,130.69 -30,037,108.43 147.28%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866 -0.1863 -0.16% 



高斯贝尔数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2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866 -0.1863 -0.16%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5.31% -4.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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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77,796,672.87 1,165,433,196.17 -7.5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635,845,911.86 602,634,076.49 5.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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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8,3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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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潭爱 境内自然人 27.93% 46,690,300 46,618,800 质押 37,550,000 

深圳高视伟业

创业投资有限
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6.47% 10,822,600 10,822,600 质押 8,000,000 

马刚 境内自然人 2.06% 3,451,000 2,588,250   

游宗杰 境内自然人 1.95% 3,261,600 2,446,200   

孙二花 境内自然人 1.60% 2,671,200 2,671,200   

谌晓文 境内自然人 1.43% 2,394,500 1,795,875   

刘丙宇 境内自然人 1.41% 2,359,600 1,769,700   

刘玮 境内自然人 1.38% 2,310,800 1,733,100   

赵木林 境内自然人 1.37% 2,282,300 1,711,725   

陈帆 境内自然人 1.35% 2,260,000 1,695,0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

的说明 

刘潭爱与孙二花是夫妻关系。刘潭爱持有高视创投 90.67%的股份，并担任高视创投董事长

兼总经理，游宗杰持有高视创投 4.665%的股份，担任高视创投董事，谌晓文持有高视创投

4.665%的股份，担任高视创投董事。刘潭爱、孙二花、高视创投、游宗杰、谌晓文为法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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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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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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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所处的国内广电市场急剧萎缩，在传统广电市场不景气的大背景下，积极努力地向三大通讯运营商市场发展，和运

营商合作推进IPTV及融合网关终端项目；海外的印度市场受第四期模拟关停进度的影响也有所滞后；同行的竞争也在加剧。

针对以上现状，公司2019年进一步发展三大通讯运营市场，同时加快业务转型升级，积极开拓和布局通讯领域业务、智慧城

市领域业务及系统集成领域业务；加大投入PON产品研发及生产代工业务；寻找新的业务增长点，认真落实“调结构、做减

法、谋创新、树品牌、增效益”的经营策略，加强内部管理和风险控制。  

报告期内，公司2019年营业收入27,596  万元，较上年同期 38,849  万元  下降28.96 %；本期实现净利润-3,120 万元，较上

年同期-3,113 万元，增加亏损7 万元。期末公司净资产为63,585万元，上年末净资产60,263 万元，较上年上升5.51 %。2019

年公司境外收入占比为72.75 %，境内收入占比为  27.25%，本期境外收入占比较上年同期下降5.27个百分点。公司主要经营

业务概况如下： 

1、传统数字电视行业 

公司面对传统广电市场不景气的情况下，积极努力地向电信运营商市场发展，和运营商合作推进IPTV及融合终端项目。

应急广播方面，积极准备海南省、江西省、江苏省、西藏自治区的入围测试。在智慧教育领域，营业范围也进行了相应的拓

宽，市场范围也从单一的省份往更多的省份发展，紧紧围绕着运营商市场及其增值服务，来优化公司的组织结构和产品结构，

通过优化资源来更好地服务客户，以达到提升经营质量的目的，同时培养了一支具有运营资质的运营团队，为进一步深耕智

慧教育市场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海外市场方面：加快公司自有CA系统推广步伐，推进系统平台优势。2019年将继续在除印度以外的其他区域重点投入；整

合公司内部产品，将公司智能终端、融合网关（GPON）、家庭安防等产品导入公司海外市场；在印度市场推出用户管理系

统及客户服务系统软件，进一步巩固公司行业地位，并在海外其他市场同步导入此类系统软件，进一步提升公司端到端系统

能力，实现终端产品、系统销售加增值服务联合运营的目标。  

2、高频微波覆铜板产业 

公司在高频头市场情况：通过与深圳顶鑫电子有限公司(代理公司)展开全面合作，多家高频头企业已经正常稳定供货；与

部分客户的合作正处于样品评估或小批验证阶段，目前板材推广至高频头市场情况及应用前景相当乐观。 

通信市场情况：通过与深圳祥云微波科技有限公司(代理公司)展开全面合作，公司推广的产品为PTFE板材、高频高速板材、

碳氢板材，主要应用于基站天线、5G天线、功率放大器、功分器、滤波器、功分器、耦合器、合路器、电子狗，防雷罩等。

多家应用公司已经批量供货，其它部分通信应用公司已经进入样品评估或小批验证阶段。军工市场情况：军工市场方面逐步

开始打样送样评估，主要是PTFE板材，进度相对民用市场比较缓慢，军工要求高及谨慎，需要一定的耐心。 

电子陶瓷市场情况：年度稳住现有市场，降低制造成本，增强电子陶瓷竞争力，另外开发新客户，推广医疗压电陶瓷拨片，

已与几家公司展开合作，虽然仍在样品评估阶段，但形势很好。 

3、家居智能行业 

公司为更好的实现发展战略，提高公司盈利能力，智能家居重点投入“物联网管理平台”和“AI人工智能”研发，主要包括P2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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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媒体开发、云储存、人脸识别、人形检测、语音控制等人工智能技术和智能硬件的开发。公司通过拓展“家居智能”相关产

品整合资源优势，有利于公司数字电视产业升级和业态升级，完善公司产品结构，实现良好的协同效应，打破公司对数字电

视产品的依赖，提高公司市场竞争力和抗风险能力，假以时日，公司在转型完成后有望获得更大的发展，取得更好的业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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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新金融工具准则 

2017年3月，财政部修订发布了《企业会计准则第  22 号—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企业会计

准则第 23 号—金融资产转移》、《企业会计准则第 24 号—套期会计》以及《企业会计准则第37 号

—金融工具列报》(简称“新金融工具准则”)。本公司自2019年1月1日起按新修订的上述准则进行会计

处理，根据衔接规定，对可比期间信息不予调整，首次执行新准则与现行准则的差异追溯调整本报告

期期初留成收益或其他综合收益。 

新金融工具准则要求企业以持有金融资产的“业务模式”和“金融资产合同现金流量特征”作为金融
资产分类的判断依据，将金融资产分类为以摊余成本计量的金融资产、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

其他综合收益的金融资产以及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三类。将金融资产减
值会计处理由“已发生损失法”修改为“预期损失法”，要求考虑金融资产未来预期信用损失情况，从而

更加及时、足额地计提金融资产减值准备。调整非交易性权益工具投资的会计处理，允许企业将非交
易性权益工具投资指定为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其他综合收益进行处理，但该指定不可撤销，

且在处置时不得将原计入其他综合收益的累计公允价值变动额结转计入当期损益。 

本会计政策变更不会对公司财务报表产生重大影响。 

公司第三届董事

会第二十三次会

议审议通过 

 

二、财务报表格式修订 

财政部于 2019 年 4 月 30 日发布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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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会〔2019〕6号文”、“通知”），公司自2019 年度中期财务报表起执

行该通知规定。 

通知要求将原“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项目分拆为“应收票据”和 “应收账款”二个项目；将原“应付

票据及应付账款”项目拆分为“应付票据”和“应付账款”二个项目。明确了政府补助的填列口径，企业实
际收到的政府补助，无论是与资产相关还是与收益相关，均在“收到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项目

填列；明确“其他权益工具持有者投入资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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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加了“交易性金融资产”、“应收款项融资”、“其他权益工具投资”、“其他

非流动金融资产”、“其他债权投资”、“交易性金融负债”、“以摊余成本计量的金融资产终止确认收益

（损失以“-”号填 列）”、“信用减值损失（损失 以 “-”号填列）”等项目，及减少了“以公允价值计量且

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可供出售金融资产”、“持有至到期投资”、 “长期应付职工薪酬”

等项目。 

公司第三届董事
会第二十五次会

议审议通过 

 

公司执行财会〔2019〕6号文的影响 

本会计政策变更仅对公司财务报表相关科目列示产生影响，不涉及以前年度追溯调整，受重要影响的
报表项目及金额如下： 

 1）合并资产负债表 

 单位：元 

原列报报表项目及金额 

（2018年12月31日） 

新列报报表项目及金额 

（2019年1月1日） 

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 488,040,543.29 应收票据 864,297.84 

应收账款 487,176,245.45 

应付票据及应付账款 314,695,924.05 应付票据 10,611,337.88 

应付账款 304,084,586.17 

 

  2）母公司资产负债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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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元 

原列报报表项目及金额 

（2018年12月31日） 

新列报报表项目及金额 

（2019年1月1日） 

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 450,218,925.64 应收票据 864,297.84 

应收账款 449,354,627.80 

应付票据及应付账款 411,291,574.52 应付票据 10,611,337.88 

应付账款 400,680,236.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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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期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减少了“郴州希典公司”，减少原因及情况说明如下： 

    为优化管理架构，提高管理效率，降低管理成本，经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并提请2018年第一次临时股东
大会表决通过（公告编号：2018-009），同意由高斯贝尔公司整体吸收合并郴州希典公司，其全部业务、资产、债权与债务

由公司依法承继，合并完成后公司存续经营，郴州希典公司依法注销。本次吸收合并不构成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
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情形，合并不涉及公司注册资本变更，不会损害公司及股东的利益，符合公司未

来发展的需要。 

    郴州希典公司已于2018年5月完成了工商注销登记（<郴州>登记内注核字[2018]第996号）、于2019年5月办理完了税务注

销登记（郴苏二所 税通[2019]10194号）及其它相关工作。报告期内，公司已依法承继及合并了郴州希典公司的全部业务、

资产、债权与债务等事项工作。吸收合并后，原合并报表范围内的郴州希典公司自然减少，本次吸收合并不会对公司报告期
的损益产生实质性影响。 

 
 

 

 

 

 
 

 

 

 

高斯贝尔数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刘潭爱 

                                                                                                                                          

2019 年 8月 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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