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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0687                               证券简称：华讯方舟                               公告编号： 

华讯方舟股份有限公司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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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异议声明 

姓名 职务 内容和原因 

曹健 独立董事 

本人对华讯方舟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

司”）2019 年年度报告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

完整性无法保证的具体原因为： 1、由于我们

希望到南京华讯、成都国蓉进行实地调研，但

最终未能成行，鉴于对这些重要的子公司经营

管理情况缺乏了解，故难以发表意见；2、目前

公司经营情况严重下滑，南京华讯经营与管理

失控，人员大量流失，财务制度未能有效遵守，

导致财务数据难以确定；3、年度审计机构大信

会计师事务所对 2019年度出具了无法表示意见

的审计报告。 

谢维信 独立董事 

本人对华讯方舟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

司”）2019 年年度报告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

完整性无法保证的具体原因为： 1、我们三位

独董一直未能到南京华讯等子公司调研，对这

些子公司缺乏实质性了解；2、公司经营情况严

重下滑，南京华讯经营失控，大量人员流失，

财务交接不规范，导致 2019年有些资料不完整，

存在资料缺失，致使财务数据难以认定，3、年

度审计机构大信会计师事务所未能对 2019年相

关财务数据提供支撑。 

声明 

独立董事曹健、谢维信对华讯方舟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年度报告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无法保证，请投资者特别

关注 

除下列董事外，其他董事亲自出席了审议本次年报的董事会会议 

未亲自出席董事姓名 未亲自出席董事职务 未亲自出席会议原因 被委托人姓名 

非标准审计意见提示 

√ 适用 □ 不适用  

大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本公司出具了无法表示意见的审计报告（大信审字[2020]第 1-03773 号），本公司董事

会、监事会对相关事项已有详细说明，请投资者注意阅读，并注意投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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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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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华讯方舟 股票代码 0006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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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吴光胜（代） 吴光胜（代） 

办公地址 
广东省深圳市南山区科技园南区粤兴六道

六号中科纳能大厦 A 区 8A 

广东省深圳市南山区科技园南区粤兴六道

六号中科纳能大厦 A 区 8A 

传真 0755-29663108 0755-29663108 

电话 0755-23101922 0755-23101922 

电子信箱 hxfz@huaxunchina.com.cn hxfz@huaxunchina.com.cn 

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一）公司从事的主要业务、主要产品及其用途 

公司是专业从事军事通信应用领域相关产品及系统的研发、生产和销售的企业。基于在军工行业的多

年积淀，公司的核心业务聚焦在军工无线通信产业、情报与公共安全产业、无人化产业及智慧产业等四大

领域。公司多年致力于实现由军工配套设备提供商向整体防务综合解决方案提供商的转型升级。 

在无线通信产业领域，公司拥有智能自组网系统、雷达系统等产品。智能自组网系统是公司的传统优

势产品，可根据应用场景自适应地在空间、频率、通道三个维度上综合自主组网，实现非视距、远距离、

宽带传输能力，具备很强的环境适应力，可广泛应用于军队、公安、海事、应急救援等场景。此外，公司
的雷达安防系统尚处于研发阶段，产品可全天候实时监控人员、车辆、船舶、无人机等可疑目标，具有全

面态势感知、实时监视预警、精确引导定位、多方协同处理等能力，可应用于机场、电站、企业园区、油

田等重要单位和基础设施的安全保卫领域。同时，公司可根据用户的系统要求，提供定制化的模块产品，
可应用于遥测遥控、雷达导航、卫星通讯、侦查对抗等领域。 

在情报与公共安全产业领域，公司主要拥有监控、安全防护防御等系统。公司的电磁信息系统，可探

测、搜索、截获无线电管理地域内或目标区域内的无线电信号，并对该无线电信号进行分析、识别、监视

并获取其技术参数、工作特征和辐射位置等技术信息，并向客户提供便携式、固定式、车载式等多种类别
的产品。信息安全系统主要应用于保密领域，提供保密办公环境。要地近距净空防御系统可对防区内的无

人机、航模、空飘气球、孔明灯、风筝等飞行物进行侦察预警、精密跟踪、电子干扰和激光打击，应用场

景可包括民航机场、政府要地、军事设施、高危设施、边境防卫、重大活动安保等。 

在无人化产业领域，公司产品包括各种数字电动舵机、导弹和飞机等测试设备系列，能够实现探测侦

查、自动定位、火情紧急处理等功能，应用领域广泛。 

    在智慧产业领域，公司综合运用物联网、大数据、云计算、视频分析、生物识别等技术，提供总体解
决方案。 

 

（二）行业发展现状 

根据中国证监会2012年10月发布的《上市公司行业分类指引》，公司所处的行业属于制造业-计算机、

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行业代码：C39），细分行业领域为“通信设备制造”。公司的产品主要应用
于专网无线通信中的军用领域。 

    军工产品供给的周期很大程度取决于军方采购计划。与其他产品不同，军事通信行业产品的自然淘汰

周期较长，一般为5-10年。为适应军队信息化建设的要求，目前我国的通信装备处于升级换代和改造的阶
段，在技术、质量和数量上具有较大的成长空间。军事通信行业是知识和技术密集型行业，受高等教育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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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分布不均、城乡差距大等影响，我国的相关技术人才多聚集在长三角、环渤海、珠三角、西安、成都、

武汉等少数城市区域。因此，军事通信产业的分布也不可避免的带有区域性特征。 

    军事通信行业在采购、研发、生产、销售都不存在明显的季节性，客户的需求也没有明显的季节性差

异。 

    由于军工业务涉及国防安全与保密，存在严格的审核机制与进出口限制，所以我国军用通信装备供应
商几乎全部来自国内企业，同时由于产品型号或系列装备的研制周期长、稳定性要求高、资质要求严格等

特点，市场格局比较稳定。对于军队指定研发的产品或项目，对产品的安全性、稳定性、先进性都有较高

的要求，同时对原辅材料采购、生产及测试环境均有严格的条件限制。   

       2019年度国防预算费用规模达到约1.19万亿，同比增长7.5%，连续三年破万亿。尽管近十年来国防
预算费用连续保持7%以上增速，但相比发达国家2%～4%的军费GDP占比，我国军费占GDP的比重仍然较

低。2019年7月颁布的《新时代的中国国防》系统的描述了中国在军事领域的发展战略，详细的阐述了中

国解放军的历史使命、改革方向、发展战略。根据新版国防白皮书中所披露数据，装备费用支出增长快于
国防开支整体增长，从2010年至2017年，对比国防开支预算10.19%的年均复合增速，装备费年均复合增长

率达到13.44%，为国防军工领域的设备制造和研发类企业提供了大量的需求空间。预期未来我国装备费有

望继续保持稳健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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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溯调整或重述原因 

会计政策变更 

单位：元 

 2019 年 
2018 年 

本年比上年增

减 
2017 年 

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后 调整前 调整后 

营业收入 250,284,379.23 
1,518,129,359.

48 

1,518,129,359.

48 
-83.51% 

1,760,025,188.

99 

1,760,025,188.

9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 

-1,521,029,592.
20 

-488,330,898.1
9 

-492,835,020.5
7 

-208.63% 131,008,640.29 131,008,640.2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

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1,520,360,943.

64 

-511,848,271.7

7 

-516,352,394.1

5 
-194.44% 117,294,159.70 117,294,159.70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

额 
-84,238,071.28 83,040,071.61 83,040,071.61 -201.44% 

-385,336,092.3

0 

-385,336,092.3

0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2.0083 -0.6448 -0.6507 -208.64% 0.1730 0.1730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2.0083 -0.6448 -0.6507 -208.64% 0.1730 0.173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650.15% -39.53% -39.96% -610.19% 8.87% 8.87% 

 2019 年末 
2018 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

末增减 
2017 年末 

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后 调整前 调整后 

总资产 
1,746,480,151.

02 
4,197,380,704.

53 
4,192,746,241.

07 
-58.35% 

4,297,233,148.
04 

4,297,233,148.
0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

产 

-480,882,295.5

7 
994,467,087.55 989,962,965.17 -148.58% 

1,479,516,632.

60 

1,479,516,632.

60 

会计政策变更的原因及会计差错更正的情况 

本公司根据新金融工具准则的规定，对金融工具的分类和计量（含减值）进行追溯调整，2018 年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及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调整前与调整后的差额-4,504,122.38，为将金融工具原账面价值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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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新金融工具准则施行日（即 2019 年 1 月 1 日）的新账面价值之间的差额。

 

（2）分季度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元 

 第一季度 第二季度 第三季度 第四季度 

营业收入 316,626,484.71 118,647,788.11 6,235,470.18 -191,225,363.77
注 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20,899,781.60 -52,614,715.63 -62,593,611.96 -1,384,921,483.0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32,089,453.27 -51,408,253.52 -69,564,899.71 -1,367,298,337.14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8,224,741.50 -131,613,037.41 -12,190,519.82 51,340,744.45 

注：注 1 子公司南京华讯销售给客户天利航空及江苏华脉云网等客户的收入不满足确认条件，于 2019 年 12 月份冲回，具

体金额为 19,997.36 万元 进而报告期内全部调减。另外，根据业务性质将部分收入以净额法确认，导致调减收入金额为

8290.43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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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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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1,578 

年度报告披露日

前一个月末普通

股股东总数 

66,0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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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华讯方舟科技

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29.46% 225,695,802 566,250 

质押 225,695,802 

冻结 225,695,802 

中国恒天集团

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14.94% 114,483,017    

吴光胜 境内自然人 1.24% 9,473,248 3,937,836 质押 5,000,000 

高雅萍 境内自然人 1.04% 7,990,821    

季爱琴 境内自然人 0.80% 6,127,400    

蒋仕波 境内自然人 0.76% 5,810,000    

金宏 境内自然人 0.66% 5,023,803    

广发期货有限

公司-广发期慧

1期资产管理计

划 

境内非国有

法人 
0.52% 3,981,218    

徐洪燕 境内自然人 0.46% 3,559,300    

钟建伦 境内自然人 0.35% 2,693,2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

动的说明 

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中，华讯方舟科技有限公司的控股股东是吴光胜先生，上述两名股东存

在关联关系，也属于《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中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除此之外，公司未知

上述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知上述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属于《上市公司收购管

理办法》中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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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

说明（如有）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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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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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年，我国宏观经济增速下行风险较大，在经济结构调整和短期增长矛盾的大背景下，实体经济

特别是中小企业和民营经济的资金紧缺程度趋势上升，公司外部经营环境面临较大的压力和挑战。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2.50亿元，较上年同期下降83.51%；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15.21

亿元，亏损额同比增加208.63%。2019年公司业绩下滑主要是在去产能、去杠杆的宏观经济环境下，公司

对军民融合业务进行进一步规划，剥离部分业务；同时，受到客户需求及公司资金等内外生影响，公司业
务订单下滑，交付及回款不及预期。 

报告期内，公司主要在以下几方面开展工作： 

在产品升级和技术研发方面，公司所在军工通信行业属于技术密集型行业，企业需要不断进行研发投



华讯方舟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年度报告摘要 

6 

入以保持领先优势。公司在保持现有产品竞争力的基础上，不断调整产品结构，持续研发投入和技术创新

力度，强化核心技术，开展军技民用，寻求并突破民用市场，为保证企业未来持续发展奠定基础。 

在市场战略和业务布局方面，由于宏观经济环境下行压力，并受客户需求及公司资金等方面影响，公

司业务订单下滑，交付及回款情况不及预期。公司制定应对策略，通过推进业务整合，集中优势资源，加

强核心业务引领，对部分盈利前景不佳的资产进行了处置。 

在精细管理方面。2019年，公司继续加大管理水平全方位提升，调整各部门设置、优化管理流程，提

升管理效率，使企业运营更符合业务发展的需要。并通过人员结构调整，优化人才团队，整合业务资源配

置，实现降本增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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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适用 □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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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军事通信及配套

产品 
237,600,907.80 -532,025,400.65 18.41% -84.17% -1,852.13% -12.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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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适用 □ 不适用  

2017年，财政部发布了《企业会计准则第22号-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2017年修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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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会计准则第37号-金融工具列报》（上述准则以下统称"新金融工具准则"），

本公司自2019年1月1日起开始按照新修订的上述准则进行会计处理，根据新旧准则衔接规定，企业应当按照金融工具准则的

要求列报金融工具相关信息，企业比较财务报表列报的信息与修订后准则要求不一致的，不需要按照新金融工具准则的要求

进行追溯调整，但应当对期初留存收益或其他综合收益进行追溯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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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执行企

业会计准则的非金融企业应当按照企业会计准则和通知要求编制财务报表。根据财会〔2019〕6号文件的要求，本公司对财

务报表格式进行了以下修订：a.资产负债表： 资产负债表将原"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项目拆分为"应收票据"和"应收账款"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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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项目；资产负债表将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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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利润表：将利润表"减：资

产减值损失"调整为"加：资产减值损失（损失以"-"号填列）"。财政部分别于2019年5月9日、5月16日发布修订了《企业会计

准则第7号——非货币性资产交换》、《企业会计准则第12号——债务重组》。根据上述文件的要求，公司按照该文件的规

定对原会计政策进行了相应变更。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以下简称“财政部”)于 2019年9月19日发布了《关于修订印发合并财务报表格式(2019 版)的通知》

（财会（2019）16 号)（以下简称“财会〔2019〕16 号”）的规定和要求，对公司财务报表格式进行修订。本次会计政策变更，

将对公司财务报表相关科目列示产生影响，不会对当期和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之前公司总资产、负债总额、净资产及净利润

产生任何影响。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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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本报告期新设3级子公司华至嘉智能科技有限公司纳入合并范围。 

本报告期前子公司深圳市华讯方舟系统技术有限公司及孙公司河南华讯方舟航空科技有限公司、河南优翔宜控科技有限公

司、鹤壁市易飞华讯科技有限公司通过股权转让方式处置，于2019年9月30日完成交割后不再纳入合并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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