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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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一二 603712 无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马海永 张曦 

电话 022-65388293 022-65388293 

办公地址 天津开发区西区北大街141号 天津开发区西区北大街141号 

电子信箱 712ir@712.cn 712ir@712.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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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800,338,832.53 3,610,301,034.71 5.2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资产 

2,080,852,536.15 1,653,719,436.12 25.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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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6,857,369.56 -105,719,429.81 不适用 

营业收入 614,609,495.59 605,901,350.17 1.4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53,271,144.14 52,822,003.64 0.85 



东的净利润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 

51,352,644.70 48,871,962.97 5.08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

益率（%） 

2.74 3.55 减少0.81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

股） 

0.0721 0.0786 -8.27 

稀释每股收益（元／

股） 

0.0721 0.0786 -8.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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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4,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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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津中环电子信息集团有

限公司 

国有法

人 

52.53 405,563,200 405,563,200 无   

TCL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境内非

国有法

人 

19.07 147,246,400 147,246,400 无   

袁春生 境内自

然人 

1.04 8,064,000 8,064,000 无   

王宝 境内自

然人 

1.04 8,064,000 8,064,000 无   

马严 境内自

然人 

1.04 8,064,000 8,064,000 无   

李金荣 境内自

然人 

1.04 8,064,000 8,064,000 无   

周维忠 境内自

然人 

1.01 7,795,200 7,795,200 无   

王华炤 境内自

然人 

0.73 5,600,000 5,600,000 无   

吴敬华 境内自

然人 

0.52 4,032,500 4,032,000 无   

张凤侠 境内自

然人 

0.52 4,032,000 4,032,000 无   

杨志卫 境内自

然人 

0.52 4,032,000 4,032,000 无   



王录林 境内自

然人 

0.52 4,032,000 4,032,000 无   

陈俊芳 境内自

然人 

0.52 4,032,000 4,032,000 无   

门国良 境内自

然人 

0.52 4,032,000 4,032,000 无   

钟永利 境内自

然人 

0.52 4,032,000 4,032,000 无   

宋春民 境内自

然人 

0.52 4,032,000 4,032,000 无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公司控股股东中环集团与上述其他股东之间无关联

关系或一致行动，公司未知以上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

联关系或一致行动。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

的说明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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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上半年，在国内经济增速总体放缓形势下，公司继续保持存量业务市场占有率领先地

位，积极拓展新市场、新用户，报告期内累计实现营业收入 61,460.95万元，实现利润总额 5,380.30

万元，实现了业绩的稳定增长。公司利用现有市场资源优势和技术积累，深入行业研究，布局增

量业务市场，加快新业务尤其是军民融合、环保监测业务的发展，积极布局进行结构调整，为公

司实现产业战略性成长打造了基础。 

（一）首次公开发行股票上市成功，加强“资本运营与经营管理”双推进步伐。 

2018 年 2 月，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成功，标志着企业发展进入“产业+资本”的新时代。

本次发行募集资金总额 45,500.00万元，扣除不含税发行费用 5,797.80万元，实际募集资金净额

为人民币 39,702.20万元。本次公开发行募集资金已于 2018年 2月 13 日全部到位，募投项目主

要包括涉足军民用专网无线通信领域的新型无线通信系统与终端研发及产业化项目，通信设备与

系统生产线升级改造项目以及补充流动资金。现阶段公司正有序开展募投项目的建设实施，为企

业产业结构调整与盈利能力提升提供了基础。 



随着军队体制改革的逐步落地，公司专网无线通信终端在手订单同比增加，公司收到的预付

款较上年同期有较大幅度增长,同时，公司经营层紧抓销售团队建设，优化销售体系，上半年回款

情况良好，公司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7,685.74万元，同比大幅度增加, 公司银行借款规

模缩减，企业融资成本降低。 

公司在主营业务板块继续保持竞争优势的情况下，积极优化民品产业布局，报告期内，公司

以自有资金对全资子公司天津七一二移动通信有限公司增资至 10,000.00 万元人民币，为进一步

把公司打造成为铁路及轨道通信系统集成运营服务商奠定基础，提升公司在民用专网无线通信领

域的行业地位，满足市场竞争的需求。公司环保产业通过前期技术积累和市场拓展，正逐渐在环

保大气监测领域形成品牌影响力，为后续产业布局奠定了良好的基础，符合公司整体的经营发展

的需要。 

（二）研发与市场并驾齐驱。 

2018年，公司紧紧围绕“十三五”发展规划，突出主业竞争优势，主动创新，在产品研发，

工艺水平、产品可靠性等方面均得到提升，产学研深度合作成果显著。 

军用专网无线通信领域，公司继续保持强劲竞争力，业务持续稳健增长。公司坚持向系统集

成、多兵种方向协同发展，在各军兵种现有产品的基础上展开设计和规划，其中，陆军、海军、

空军、火箭军等多个项目取得实效进展。某型机综合射频系统、应急救援系统等重点项目在研发

上实现了系统级的突破，某型机综合通信系统等重点项目进入试飞定型阶段。北斗卫星通信导航

领域产品开发及市场推广也积累了丰富的技术基础和品牌影响力，多个型号产品进入了批量生产

与交付阶段，提升了公司在行业内的综合实力，为公司的持续发展提供了保障。 

民用专网无线通信领域，公司积极参与铁路总公司、地方铁路局、地铁总公司组织的招标项

目，以精工产品质量、优质服务模式，成功中标朔黄铁路 LTE电台、武汉局更新 CIR设备等多个

项目，实现民用专网无线通信终端产品及系统集成产品收入的稳步增长。公司持续加大轨道交通

方案市场推广力度，上半年相继签订山东 AP集群网、重庆环线二期、地铁 5号线等项目合同，并

成功中标成都地铁 8 号、9 号、17 号等多条线路。同时，公司紧密跟随国家“一带一路”战略发

展规划路线，加快推进国外铁路及轨道交通市场研判，正在进行非洲和澳洲等新市场的业务拓展。 

（三）明确各阶段内控建设管理目标，持续提高企业规范治理水平。 

报告期内，公司组织梳理制定各阶段内控建设管理目标，同时，明确了决策层、执行层、监

督层的权责关系，提高了内控管理水平，重点推进了企业生产精益化管理，销售体系优化，对外

投资管理、关联交易管理与控制，供应体系管理、信息披露管理等，同时，公司重视风险的识别

与控制管理，完善控制环境的建设，并突出强调风险管理的前瞻性，以关键风险点识别作为不断

完善内控体系的突破口来降低企业运营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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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