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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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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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东方通信 600776 - 

B股 上海证券交易所 东信B股 900941 -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赵威 方瑞娟 

电话 0571-86676198 0571-86676198 

办公地址 浙江省杭州市滨江区东信大道66号 浙江省杭州市滨江区东信大道66号 

电子信箱 inquiry@eastcom.com inquiry@eastcom.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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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96,022,872.53 3,771,709,106.79 -2.0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3,002,373,283.36 3,021,432,913.25 -0.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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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7,060,799.12 -399,714,016.24 20.68 

营业收入 1,057,675,121.38 1,018,347,428.64 3.8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56,300,373.95 56,058,728.50 0.4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39,396,694.71 45,153,075.60 

-12.75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85 1.86 减少0.01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4482514 0.04463274 0.43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4482514 0.04463274 0.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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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1,4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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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普天东方通信集团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45.439 570,712,740 0 无   

中国证券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2.560 32,154,781 0 未知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国有法人 1.367 17,168,500 0 未知   

NOMURA SINGAPORE LIMITED 境外法人 0.339 4,262,206 0 未知   

ISHARES CORE MSCI EMERGING 

MARKETS ETF 
境外法人 0.318 3,992,749 0 未知 

  

VANGUARD TOTAL INTERNATIONAL 

STOCK INDEX FUND 
境外法人 0.255 3,199,100 0 未知 

  

华夏基金－农业银行－华夏中证金

融资产管理计划 
其他 0.246 3,084,400 0 未知 

  

刘伟 
境内自然

人 
0.235 2,948,200 0 未知 

  

NORGES BANK 境外法人 0.234 2,935,960 0 未知   

工银瑞信基金－农业银行－工银瑞

信中证金融资产管理计划 
其他 0.209 2,629,300 0 未知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上述股东之间未知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属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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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的说明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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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复杂多变的宏观经济形势以及行业发展环境带来的挑战，公司围绕三大

产业生态圈推进产业转型升级和管理提升，强化专业能力，优化资产结构。报告期内，公司经营

稳步增长，实现营业收入 10.58亿元，同比增长 3.86%；实现净利润 5,630万元，同比增长 0.43%。 

(1) 企业网和信息安全产业： 

报告期内，公司在轨道交通市场取得重大进展，产业生态圈良性发展：基于自主 TETRA 产品

的轨道交通专用无线通信系统成功中标杭州地铁 6 号线一期及二期工程、杭州至富阳城际铁路工

程、杭州至临安城际铁路工程，取得自主 TETRA 产品在国内轨道交通列车调度领域的重大进展，

同时北京机场线运行稳定，顺利通过客户验收，为公司未来在轨道交通市场的发展打下坚实基础；

轨道交通公安无线通信系统中标杭州地铁、杭富城际、杭绍城际、沈阳地铁、贵阳地铁、呼和浩

特地铁、成都地铁等 8 条线路；PDT 产品中标广东潮州市公安局、肇庆市公安局、河源市公安局

警用数字集群系统等项目，进一步巩固了公司在公安 PDT市场的行业地位。 

研发与产品管理有序推进：产品研发坚持“宽窄融合、公专结合、应用集成”的方针，继续

保持系统产品的领先优势。“公专网结合”方案发布新版本，更好的用户体验；“宽窄带融合”版

本持续开发完善并应用；PDT 全国联网（含调度功能）版本顺利完成 PDT 联盟组织的互联互通测

试；终端产品开发取得阶段性成果。 

在信息安全方面，信息安全大数据应用不断深入。风控产品线在互联网领域的应用范围和应

用规模进一步扩大，加大反电信网络诈骗产品线加大在电信运营商的部署力度，并初见成效。 

(2) 智能自助设备产业： 

市场拓展稳步推进，产业转型不断深化：在国内现金类设备需求萎缩和价格战的形势下，智

能自助设备产业在市场开拓力度、新产品创新等各个方面不断努力，在满足客户现金类设备需求

的同时，保持和客户密切合作，把握最终客户需求，不断推出满足银行个性化需求的新产品，现

金类产品的市场份额和出货量保持稳定，非现类产品的市场份额和出货量取得大幅提升，收入结

构进一步向非现类智能自助设备及软件服务业务优化。 

报告期内，现金类产品积极推进工、农、中、建、交、邮政等大行市场，成功入围交行 CRS，

实现新的突破；有力开拓农信社与城商行，有效确保市场地位，成功入围晋中银行、鹤壁农信、

江苏农信等；非现金类智能自助产品稳定推进大行市场的开拓，股份制银行、各城商行也取得不

断突破，成功入围新市场；海外市场在巩固现有客户的基础上，积极开拓新市场。 

维保服务总设备量持续提升，服务质量不断提高：面对智能自助设备市场急剧变化的现状，

公司加大设备维保服务业务的开拓力度，报告期内维保服务总设备量持续提升，保外服务收入增

长显著，在总量增加的情况下，注重客户满意度的提升，推进精细化管理，积极建立以客户满意

度为标准的质量管理体系。 

自主研发循环模块质量稳定，并已通过金融标准化技术委员会的认证，在客户中的认同度逐



步提高；自主研发大额循环模块完成样机试制；卡库+即时制卡模块完成方案，票据发售模块完成

试制，受控可变印章模块不断优化。 

（3）信息通信技术服务与运营产业 

通信网优业务继续保持与主流设备厂家紧密合作，市场份额稳步提高；工程业务新增江西、

贵州、上海等地；设计业务，中标中移设计院的河北、湖北、云南、江西、内蒙五省业务；专项

服务中标上海铁塔监控中心服务项目、福建移动网络运营支撑系统等。 

在新业务拓展方面，继续智慧园区管理解决方案开发，完成微信公众号停车缴费、景区导览、

集成人脸识别等新功能；轨交项目介入合肥、温州等地项目工程交付。 

（4）其他产业 

智能制造产业：在做好公司产业生产服务支持工作的基础上积极谋求新发展，EMS 制造加工

业务在保持与现有大客户紧密合作的基础上，继续以物联网模块、汽车电子为主要方向积极拓展

新客户。报告期内，公司桐庐分公司投入运营，进一步完善了智能制造产业基地的布局；新中标

新华三公司前端 CM 业务，有利于智能制造产业的持续发展。 

智慧园区与双创：子公司杭州东方通信城有限公司不断夯实租赁板块，加快园区创新、智慧

平台与产业链集聚步伐，引进优质客户，园区厂房楼宇接近满租。启迪东信孵化器、六和桥孵化

器“双平台”发展势头良好，形成了“搭建平台、创建生态、打造智慧”的园区发展新业态，园

区的区域影响力逐步提升，有序推进智慧园区平台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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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