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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300560                       证券简称：中富通                    公告编号：2019-034 

中富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度报告摘要 

一、重要提示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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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全体董事亲自出席了审议本次年报的董事会会议，且未发表异议声明。 

3、致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本年度公司财务报告的审计意见为：标准的无保留意见。 

4、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的普通股利润分配预案为：以 157,770,000 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

红利 0.59 元（含税），送红股 0 股（含税），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转增 2 股。 

二、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中富通 股票代码 3005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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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琛（代） 张伟玲 

办公地址 
福建省福州市鼓楼区铜盘路软件大道 89

号软件园 F 区 4 号楼 20、21、22 层 

福建省福州市鼓楼区铜盘路软件大道 89

号软件园 F 区 4 号楼 20、21、22 层 

传真 0591-87867879 0591-87867879 

电话 0591-83800952 0591-83800952 

电子信箱 linchen@zftii.com zhangweiling@zftii.com 

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公司主要为电信运营商（中国移动、中国联通、中国电信）、通信设备商（华为公司、中

兴通讯等）、广电网络等提供通信网络建设、维护、优化服务业务。此外，公司还为行业用户

提供自组网、ICT、物联网等系统解决方案。2018年9月，公司收购天创信息68%的股权，天创

信息主要为公安机关及其他企业提供社会公共安全领域的软件开发、系统集成及技术服务。 

1、通信网络建设、维护服务：主要为客户提供通信网络工程建设、施工集成、运行管理、

故障维修及日常保养等专业技术服务，通过全面完整的综合技术服务为通信网络建设、运行

提供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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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通信网络优化服务：主要采集多维网络数据，结合业务种类及优化需求进行综合数据

分析，通过对网络硬件配置方案的优化和软件参数设置的调整，确保移动通信网络稳定、可

靠、安全、高质量的运行，以满足日益增长的通信需求。 

3、无线自组网系统解决方案：主要为行业用户提供临时性多跳自治系统解决方案，无线

自组网不依赖于预设的基础设施，作为对公共网络资源的有效补充，在军事单兵系统、应急

通信、抢险救灾、会议通信保障等方面具有广阔的应用前景和市场空间。 

4、公安机关及其他企业提供社会公共安全领域的软件开发、系统集成及技术服务：主要

为地市以下层级的公安机关提供个性化专用的应用软件开发、智能终端配套等整体解决方案，

如移动警务系列产品、人像卡口预警研判比对平台、宾旅馆数据上传系统、公安基础数据采

集系统、居住证系统和自助设备系列产品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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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位：人民币元 

 2018 年 2017 年 本年比上年增减 2016 年 

营业收入 548,361,430.05 390,125,790.82 40.56% 330,292,531.3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58,506,090.53 39,030,859.03 49.90% 38,153,322.0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53,222,855.75 36,297,797.42 46.63% 37,941,229.23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60,762,213.58 -17,337,584.50 450.47% 5,890,314.50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37 0.25 48.00% 0.24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37 0.25 48.00% 0.24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1.51% 8.32% 3.19% 12.34% 

 2018 年末 2017 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减 2016 年末 

资产总额 1,051,432,352.41 589,090,443.53 78.48% 553,704,398.2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533,444,811.50 483,447,492.83 10.34% 452,227,90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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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3,941,307.48 116,162,960.84 112,355,539.53 205,901,622.2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9,161,353.25 19,133,167.37 6,493,700.14 23,717,869.7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8,336,853.25 18,409,043.87 6,423,939.62 20,053,019.01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4,234,991.86 -3,018,346.63 -21,227,161.75 109,242,713.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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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780 

年度报告披露日

前一个月末普通

股股东总数 

13,7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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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融洁 境内自然人 53.51% 84,422,700 82,845,000 质押 40,473,400 

平潭富融商务信息咨询有

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4.66% 7,357,500 3,678,750 质押 5,050,600 

上海时空五星创业投资合

伙企业（有限合伙） 
国有法人 4.29% 6,772,500 0   

南平鑫通环保技术服务有

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2.71% 4,275,000 4,275,000   

浙江中科东海创业投资合

伙企业（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

法人 
2.62% 4,127,700 0   

常德中科芙蓉创业投资有

限责任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2.07% 3,273,600 0   

广东宏业广电产业投资有

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0.85% 1,336,125 0   

蔡伟 境内自然人 0.70% 1,104,493 0   

云南国际信托有限公司－

中富通员工持股集合资金

信托计划 

境内非国有

法人 
0.68% 1,068,000 0   

王明毅 境内自然人 0.54% 856,925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浙江中科的执行事务合伙人及常德中科的受托管理人均为中科招商；陈融洁

先生直接持有公司 53.51%的股份，同时持有公司法人股东南平鑫通 10.38%

的股权，陈融洁先生系公司实际控制人，该三个股东与上述其他股东无关联

关系；未知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知其他股东是否属于《上

市公司股东持股变动信息披露管理办法》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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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富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度报告摘要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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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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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1、报告期经营情况简介 

2018年，国内GDP总量首次突破90万亿元，同比增长6.6%，经济延续总体平稳、稳中向好、

结构优化的发展态势。通信行业整体处于运营商资本开支下降，通信技术服务行业毛利率未

改下降趋势。公司董事会、管理层围绕既定市场策略，紧跟行业动态，积极响应客户需求。

一方面，加强项目管控，实行精细化管理，从而提高管理效率，应对行业毛利率下降风险，

另一方面，提出“服务+”理念，各子公司、事业部优势整合，不断提高自身服务能力及业务

粘性。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54,836.14万元，同比增长40.56%；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净利润5,850.61万元，同比增长49.90%。 

1、稳固基础积极延伸，提高军民融合度 

传统“建网”领域，公司坚定看好5G建设周期带来的市场机会，公司继续凭借诚信、务

实、高效、贴近的优势，持续加大在通信技术服务市场拓展力度，持续深耕已有市场省份，

为四大电信运营商及华为公司等客户提供优质的网络建设、运维及优化服务，同时积极推广

应急通信解决方案； 

在新兴业务上，公司持续加大对应急通信、自组网、ICT、软件等信息化服务的资源投入，

积极培育利润增长点。报告期内，公司设立控股子公司福建富创，加强在ICT领域的市场拓展；

设立子公司倚天科技，专注通信网络管理系统开发、云计算等业务；参与军民融合信息化建

设，中标福州警备区“榕兵一号”综合信息系统。 

2、持续研发创新，提升核心竞争力 

报告期内，公司紧跟行业技术发展趋势，持续研发投入。公司筹建北京技术研究院，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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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引进高素质科研人才，为公司各业务发展提供技术支撑；对自主研发的无线自组网设备深

度开发，新增大带宽及高增益天线等系列产品方案；军用“自组网电台及通信挂车项目”完

成各类测试和效能评估，有序推进军方采购进程；完成武器装备质量管理体系认证，取得武

器装备科研生产单位二级保密资格申请批准，并通过武器装备科研生产许可现场审查。2018

年，公司研发投入合计2,727.19万元。 

3、完善公司治理，激发市场和管理活力 

报告期内，公司继续完善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管理层的运作机制，对公司章程、

各类制度进行修订；完成公司名称的变更，突出上市公司平台、集团职能；顺利完成2017年

度利润分配，并以资本公积金每10股转增5股，扩大注册资本至15,777万元；完成公司第一期

员工持股计划的股票购买，合计购买金额约1,750万元；对子公司、事业部采用全面预算管理

及项目责任制，有效调动各业务的管理团队工作的积极性。 

4、并购优质标的，整合资源协同发展 

报告期内，公司收购了天创信息68%的股权，有效增强公司在物联网、信息安全领域的数

据处理能力。天创信息在公安人口信息业务具有很强的客户粘性和较强的平台、软件开发能

力，在“雪亮工程”、终端集成等项目有较大的市场空间，收购有助于双方优势互补、资源整

合。同时，公司将客户扩展至公安行业客户，并实现向数据平台建设及运营领域的拓展，丰

富上市公司客户、业务结构，有助于持续提升公司核心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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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信网络建设、维护

业务 
432,879,668.60 43,922,329.14 25.97% 20.05% 18.00% -1.25% 

通信网络优化业务 26,105,618.55 5,475,301.95 36.79% -18.06% -33.14% -6.24% 

系统集成 50,315,478.01 6,979,471.93 29.69% 75.18% -1,998.74% 16.17% 

软件开发 38,598,499.09 20,890,784.39 69.94% 98.16% 3,588.21% -26.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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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期内，营业收入较上年同期增长了40.56%，主要是公司业务规模增长，以及收购天

创信息后合并数据增加所致。 

报告期内，营业成本较上年同期增长了37.05%，主要是公司业务规模增长，以及收购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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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信息后合并数据增加所致。 

报告期内，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较上年同期增长了49.90%，主要公司业绩增长，

以及收购天创信息所产生的合并业绩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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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重要会计政策变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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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集团对财务报表格式进行了以下修订： 

A、资产负债表 

将原“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行项目整合为“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 

将原“应收利息”及“应收股利”行项目归并至“其他应收款”； 

将原“固定资产清理”行项目归并至“固定资产”； 

将原“工程物资”行项目归并至“在建工程”； 

将原“应付票据”及“应付账款”行项目整合为“应付票据及应付账款”项目； 

将原“应付利息”及“应付股利”行项目归并至“其他应付款”； 

将原“专项应付款”行项目归并至“长期应付款”。 

B、利润表 

从原“管理费用”中分拆出“研发费用”； 

在“财务费用”行项目下分别列示“利息费用”和“利息收入”明细项目； 

C、股东权益变动表 

在“股东权益内部结转”行项目下，将原“结转重新计量设定受益计划净负债或净资产所产

生的变动”改为“设定受益计划变动额结转留存收益”。 

本集团对可比期间的比较数据按照财会[2018]15号文进行调整。 

财务报表格式的修订对本集团的资产总额、负债总额、净利润、其他综合收益等无影响。 

2、重要会计估计变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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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本集团无重大会计估计变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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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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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非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 

2018年10月，本公司通过现金购买方式取得了福建天创信息科技有限公司68%股权，合并

成本为227,370,480.00元，购买日确定为2018年10月25日，将其纳入合并范围。 

2、新设子公司 

2018年5月，本公司与自然人股东共同设立福建富创信息科技有限公司，本公司持股51%，

将其纳入合并范围。截至2018年12月31日实际出资81万元。 

2018年5月，本公司与全资子公司福州富宇股权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共同设立倚天科技有限

公司，将其纳入合并范围。截至2018年12月31日尚未实际出资。 

2018年12月，本公司设立全资子公司福建平元科技有限公司，将其纳入合并范围。截至

2018年12月31日尚未实际出资。 

 

 

                                                   

 

中富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9年4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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