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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0836                            证券简称：富通鑫茂                      公告编号：（定）2019-001 

天津富通鑫茂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年度报告摘要 

一、重要提示 

本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年度报告全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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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报告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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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富通鑫茂 股票代码 000836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变更前的股票简称（如有） 鑫茂科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杜翔 汤萍 

办公地址 
天津市滨海高新区华苑产业区梅苑路 6

号海泰大厦十六层 

天津市滨海高新区华苑产业区梅苑路 6

号海泰大厦十六层 

传真 022-83710199 022-83710199 

电话 022-83710888 022-59007923 

电子信箱 ir@000836.net ir@000836.net 

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报告期内，公司专注于光通信主营业务，业务范围主要涵盖光纤预制棒大套管、光纤及光缆等产品的

研发、制造和销售等，继续募集资金光纤预制棒制造项目（一期）建设、以及利用自有资金完成石英衬套

管二期扩产项目，积极向产业链上游延伸；同时，发挥自身技术优势，拓展高端石英材料和石英制品在半

导体、军工等领域的应用。 

受移动互联网高速增长、5G技术实施试商用和宽带中国战略等因素的影响，光纤光缆行业继续保持稳

健增长，预计市场对光纤预制棒、光纤、光缆、半导体石英材料及石英仪器的需求将进一步提升。为此，

公司积极推进产业结构调整，优化资源配置，努力做大、做强、做精主营业务。报告期内，公司持续推进

产业整合，剥离非光通信业务，集中优势资源进一步做大做强光通信产业；依托光通信行业近年来持续稳

定增长的发展态势，为进一步扩大公司光通信产品市场占有率并提高公司持续盈利能力，公司收购了受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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际控制人控制的从事光通信相关业务的富通成都。报告期内，公司光通信产业总体规模及市场拓展能力等

综合竞争力显著提升。 

报告期内，公司具备生产全系列通信光纤的能力，产品主要包括通信用光纤G.652D及省际干线传输用

G.655特种光纤等，产品主要应用于骨干信息网、城域网、接入网、基站、室内分布等工程。公司收购并控

制富通成都后，光缆整体产能和技术水平大幅度提升，可生产全系列通信光缆，并可根据客户特殊需求定

制生产多品种特种光缆。公司目前已成为国内光通信领域重要的光纤光缆制造商之一。 

    报告期内，石英光纤预制棒用大套管（光纤预制棒重要原材料）产销两旺，天然石英衬套管23条生产

线全部投产，另13条生产线建设已经启动，报告期内新增产能约140吨，天然石英光纤预制棒衬套管产能

达到240吨；石英材料及石英仪器等产品制造规模也逐步扩大，半导体及军品石英仪器的制造能力达4万余

件。 

3、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1）近三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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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位：人民币元 

 2018 年 2017 年 本年比上年增减 2016 年 

营业收入 2,663,720,225.11 2,056,565,728.89 29.52% 1,859,978,598.5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66,669,158.51 84,127,543.52 -20.75% 47,447,089.1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7,343,341.95 41,453,864.18 -82.29% 2,876,392.79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17,687,682.65 265,335,905.42 -55.65% 19,958,575.90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552 0.0696 -20.69% 0.0393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552 0.0696 -20.69% 0.0393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4.45% 4.88% -0.43% 2.86% 

 2018 年末 2017 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

减 
2016 年末 

总资产 3,061,449,363.50 2,651,914,249.50 15.44% 2,600,895,438.3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1,319,692,894.43 1,764,286,803.32 -25.20% 1,680,159,258.80 

（2）分季度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人民币元 

 第一季度 第二季度 第三季度 第四季度 

营业收入 495,445,986.49 528,503,643.60 836,754,233.48 803,016,361.5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20,945,498.64 18,364,786.50 40,392,834.73 -13,033,961.3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15,423,004.08 16,279,124.58 11,913,605.59 -36,272,392.30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54,542,240.88 59,063,291.85 -120,105,743.79 233,272,375.47 

上述财务指标或其加总数是否与公司已披露季度报告、半年度报告相关财务指标存在重大差异 

□ 是 √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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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股本及股东情况 

（1）普通股股东和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数量及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

通股股东总

数 

49,011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

一个月末普通股股

东总数 

56,674 

报告期末表决

权恢复的优先

股股东总数 

0 

年度报告披露日

前一个月末表决

权恢复的优先股

股东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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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浙江富通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

有法人 
11.63% 140,509,023    

天津鑫茂科技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

有法人 
7.77% 93,872,616  

冻结及质押 87,169,999 

冻结 6,702,616 

汇安基金－浙商银行－汇安基金

－湖畔 1 号资产管理计划 
其他 3.10% 37,500,042    

南华基金－浙商银行－南华基金

鑫华 1 号资产管理计划 
其他 1.83% 22,114,103    

何昌珍 
境内自然

人 
1.20% 14,527,800    

黄文佳 
境内自然

人 
1.13% 13,700,000  冻结及质押 13,700,000 

上海方圆达创投资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方圆－东方 2 号私募

投资基金 

其他 1.11% 13,397,400    

郭亚娟 
境内自然

人 
0.96% 11,549,000    

山东省国际信托股份有限公司－

明曦 1 期证券投资集合资金信托

计划 

其他 0.84% 10,201,377    

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约定购回

专用账户 
其他 0.67% 8,111,9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

说明 
不适用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明

（如有） 

上述股东中何昌珍、郭亚娟、上海方圆达创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方圆－东

方 2 号私募投资基金为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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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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以方框图形式披露公司与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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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经营管理层带领全体员工共同努力，基本完成了年度事业计划，全年实现销售收入

26.64亿元，同比增长29.52%（其中光通信主营业务收入22.31亿元，同比增长34.46%），实现净利润6,666.92 

万元，同比增长-20.75%。 

1、聚焦主业，完善光通信全产业链 

公司已形成了“棒材-光棒-光纤-光缆”全产业链，久智科技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光纤预制棒上游重

要原材料石英大套管已实现商用化销售, 并已启动应用新工艺的光纤预制棒制造项目，山东募投光纤预制

棒一期项目投资已基本完成，将在2019年投入生产运营，届时公司将同时拥有两种光纤预制棒制造工艺。 

2、紧抓行业机遇，深挖增长潜力 

（1）光纤预制棒用大套管、石英材料及制品产能释放。2018年久智科技在新形势下积极调整思路，

加快光纤预制棒石英大套管产业化进程，积极开拓产品新市场，快速推进科技创新，优化管理，实现年销

售收入12,975万元，同比增长55%；石英大套管销量突破100吨，23台等离子产业化项目提前投产创收。 

（2）2018年光纤光缆产销量创历史新高，光纤产量2468万芯公里，销售2152万芯公里，光缆产量1005

万芯公里，销售1068万芯公里。 

3、收购优质资产，增强市场竞争能力 



天津富通鑫茂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年度报告摘要 

5 

2018年9月公司通过收购富通成都，形成了光缆公司与富通成都两大光缆生产基地，增强了对西北、

西南市场的供货和服务能力，光缆产能在国内的排名得到进一步提升，增强了公司在电信运营商投标的综

合实力。 

富通成都通过完善设备的自动化技术水平和生产MES执行系统，工厂的智能化水平得到持续提升，从

而大幅提高生产效率、降低生产成本。富通成都2018年实现销售收入80,607万元，净利润10863.85万元。 

4、聚集主业、优化资产结构  

根据公司发展战略，为进一步聚焦主业，实现公司健康可持续发展，2018年对参股子公司纽劢科技、

控股子公司天地伟业进行了股权转让，对樟树远景进行清算注销。 

5、加强研发，实施创新发展 

截至2018年底，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拥有技术研发人员185人，报告期新增发明及实用新型专利18项。 

2018年，相关控股子公司继续加强研发工作，实施创新发展；久智科技获得省科技进步二等奖殊荣，

企业技术中心并被认定为省级企业技术中心，知识产权管理体系通过认证并获省优秀专利奖。 

2、报告期内主营业务是否存在重大变化 

□ 是 √ 否  

3、占公司主营业务收入或主营业务利润 10%以上的产品情况 

单位：元 

产品名称 营业收入 营业利润 毛利率 
营业收入比上

年同期增减 

营业利润比上

年同期增减 

毛利率比上

年同期增减 

光通信网络产品 2,230,742,789.34 358,421,279.82 16.07% 34.46% 58.14% 2.41% 

系统集成工程 381,426,494.68 8,496,216.22 2.23% 2.12% -4.48% -0.15% 

4、是否存在需要特别关注的经营季节性或周期性特征 

□ 是 √ 否  

5、报告期内营业收入、营业成本、归属于上市公司普通股股东的净利润总额或者构成较前一报告期发生

重大变化的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6、面临暂停上市和终止上市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7、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1）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根据财政部《关于修订印发2018年度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通知》（财会[2018]15号），本公司对财

务报表格式进行了修订，并追溯列报了上年同期金额，财务报表格式的修订对本公司的资产总额、负债总

额、净利润、其他综合收益等无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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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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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报告期无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 

（3）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详见第十一节“财务报告”八、“合并范围的变更” 。 

 

 

 

天津富通鑫茂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董事长 徐东 

                                                                2019 年 4 月 1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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