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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重要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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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者应当到证监会指
定媒体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文。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异议声明
无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次半年报的董事会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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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深桑达 A

股票代码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000032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钟彦

李红梅

办公地址

深圳市南山区科技园科技路 1 号桑达科技 深圳市南山区科技园科技路 1 号桑达科技
大厦 15－17 层
大厦 15－17 层

电话

0755-86316073

0755-86316073

电子信箱

sed@sedind.com

sed@sedind.com

2、主要财务数据和财务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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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

调整前
营业收入（元）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
期增减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

调整后

调整后

813,525,422.84

737,391,776.39

815,859,534.76

-0.29%

60,440,751.65

25,373,765.87

37,007,508.78

63.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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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的净利润（元）

49,479,625.68

24,151,171.40

24,151,171.40

104.87%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9,417,502.82

7,693,016.07

19,348,073.14

-148.67%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43

0.060

0.088

62.50%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43

0.060

0.088

62.5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3.88%

1.75%

2.49%

1.39%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
度末增减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
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后

总资产（元）

2,104,090,736.59

2,008,326,632.82

2,194,447,644.07

-4.1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1,317,234,320.67

1,453,109,465.07

1,525,844,230.31

-13.67%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24,226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
股股东总数（如有）

0

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中国中电国际信息服务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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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9.18%

207,658,398

90,238,560 无质押或冻结

0

国有法人

9.09%

38,391,238

38,391,238 无质押或冻结

0

深圳市龙岗区城市建设投资集团
国有法人
有限公司

2.68%

11,298,170

0 无质押或冻结

0

境内自然
人

1.60%

6,775,000

0 无质押或冻结

0

中国人民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其他
－万能－个险万能

1.15%

4,870,236

0 无质押或冻结

0

中国人民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其他
－分红－个险分红

1.11%

4,674,095

0 无质押或冻结

0

中国人民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其他
－分红－团险分红

0.86%

3,636,002

0 无质押或冻结

0

中国电子进出口有限公司

吴安

民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
有法人

0.76%

3,218,740

0 无质押或冻结

0

吴绮绯

境内自然
人

0.62%

2,632,020

0 无质押或冻结

0

0.47%

1,999,923

0 无质押或冻结

0

中国人民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其他
－自有资金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公司第一大股东与第二大股东间存在关联关系；“中国人民人寿保险股份有限
公司－万能－个险万能”“中国人民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分红－个险分
红” “中国人民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分红－团险分红”及“中国人民人寿保
险股份有限公司－自有资金”存在关联关系；公司未知其它股东之间是否存在
关联关系，也未知其是否属于《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明（如有）

吴绮绯通过信用交易账户持有公司股票 2,610,920 股、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
公司股票 21,100 股，实际合计持有 2,632,020 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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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控股股东报告期内变更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控股股东未发生变更。
实际控制人报告期内变更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更。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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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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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在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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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年上半年，公司经营班子在董事会的领导下，以“加快发展”为第一要务，聚焦智慧产业核心主业，围绕打造“城市
治理现代化整体解决方案”和“智慧产业技术与产品”核心能力两大主攻方向，坚持市场化转型，完成了桑达设备51%股权的
并购，努力推动公司高质量快速发展。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销售收入81,352.54万元，同比下降0.29%，利润总额7,717.41万元，同比增加32.94%；归属于上市
公司股东的净利润6,044.08万元，同比增加63.32%。
主营业务经营情况
（一）对接上级发展战略，推进公司“十三五”战略规划落地
围绕中国电子和中电信息的部署，按照“高质量发展”和“体系性变革”的总要求，公司聚焦智慧产业核心主业，对公司“十
三五”发展规划进行修改完善，进一步明确了作为“集团智慧城市产业战略实施平台和资本运作平台，国内领先的城市治理现
代化整体解决方案和智慧产业技术与产品提供商”的战略定位。
同时，公司将智慧产业创新中心作为公司智慧产业发展、发展规划落实和本部实体化运营的重要抓手和载体，积极推进
智慧产业创新中心的建设。
（二）聚焦智慧产业核心主业，积极推动外延式扩张
公司于3月下旬完成现金收购桑达设备51%股权的并购项目。成功并购桑达设备，对公司进一步完善产业结构，提高资
产运营效率，打造核心能力和加快公司转型升级将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
（三）轨道交通通信信号产业取得积极进展
1.产品开发方面
积极进行产品结构调整，完成地铁车载通讯终端TAU1800项目硬件和结构的初版设计，以及认证必须功能的软件开发，
正在进行型号核准、型式实验和认证。LTE-R模块产品完成实验室验证测试、软硬件功能开发和功能调试，正积极参与铁路
总公司《LTE-R数字蜂窝移动通信网-MCPTT-1接口技术要求》的起草和修改工作，以及京沈试验线LTE-R系统测试和相关
知识产权申请工作。
2.国内市场方面
铁路GSM-R终端业务稳中有进，上半年中标国内各路局多个增补项目，上半年市场份额仍稳居第一。RM8000模块产品
出货量大幅增长，与国内各个CIR（机车综合无线通信设备）主机厂家签订了长期供货合同，上半年出货超过2017年全年的
总出货量，市场占有率大幅度提升。测试手机业务上半年成功中标全部5个仪表项目的招标，继续保持公司该产品在铁路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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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行业的优势地位。
3.国际市场方面
2018年4月再次中标卢森堡国家铁路公司GSM-R手持终端采购项目，项目涵盖GPH-650R、OPH-810R等多个产品型号，
智能手持台GPH-650R已实现批量出货。GSM-R手持终端全系列产品成功通过了国际权威认证机构TÜV德国莱茵公司进行的
EIRENE（欧洲综合铁路无线增强网络）规范测试和认证。GPH和OPH产品通过了法国铁路SNCF的入网测试，为进一步打
开法国市场奠定了基础。
（四）智慧产业业务稳中有进
1.桑达设备多个智慧城市项目进展顺利
智慧城市重点项目方面：扬中智慧园区一期项目，随着智慧大楼及相关道路施工的推进，桑达设备正在落实相关地下管
网监控的技术方案。泰州智慧城市项目，桑达设备承担的智能化工程正随着项目中心主体大楼及阳光大道的建设有序实施。
智慧交通项目方面：沐阳县公安局智能交通系统工程项目具备设备安装条件的路口已全部完成安装，并完成验收资料的
准备；盐城市公安局全项采集智能化卡口项目1期已实施完成，项目进入签证流程准备初步验收阶段。
智慧安防项目方面：江苏盐城滨海“村村通”项目二期，已完成大部分的施工进度，进入验收准备阶段；滨海“3.20”道路
监控系统维护项目一期正式进入维护期；滨海21套道路监控系统项目合同已签订完成，进入深化设计准备启动施工。
2.中电桑飞完成多个智慧照明项目的供货
上半年，中电桑飞完成了华大半导体大楼景观亮化项目、汕头高速公路照明项目、广西崇左体育中心照明项目的灯具供
货。
3.继续推进新能源项目研发,
积极参与直流供配电、直流照明、直流开关插座等关键器件研究及示范应用。
4.智能终端业务有所增长
今年上半年，桑达商用的商业智能终端产品SC8100、SC6100、SC3308等陆续在安徽、江苏、山西等多个商家投入使用，
总体经营状况好于去年同期。
研发方面，完成了SED300智能POS及SED500新一代触控POS两款新产品的研发，现已进入试产阶段。
（五）现代物流业务业绩大幅增长
随着京东方合肥B9项目、咸阳彩虹项目等大型物流项目的实施及结算，上半年捷达运输经营业绩大幅增长。
1.项目操作
去年开始执行的京东方合肥B9、华星光电T2扩产、成都熊猫、咸阳彩虹等项目今年继续操作，去年中标的华星光电T6、
华星惠州模组、深圳柔宇以及京东方绵阳B11等项目今年上半年陆续进入操作期，液晶项目物流业务进入集中操作高峰期。
捷达运输积极克服时间重叠、资源有限等困难，实现有限资源的最合理利用，确保各个项目有序运作。
2.市场拓展
先后中标绵阳京东方第6代AMOLED生产线设备物流项目（国内陆运标段）、惠州华星光电设备物流项目（台湾线）、
深圳华星光电t2 155K扩产项目设备物流服务项目、东峡大通（北京）管理咨询有限公司ofo 2018年度全国物流外包竞标项目、
重庆京东方智慧电子系统有限公司成品物流业务等5个项目。
3.半导体运输业务
积极布局半导体设备精密运输业务，下一步将加快具体的措施落实。
4.国际货代
上半年与近10家船公司完成订舱箱量2.7万多TUE（国际标准箱单位），同比增长30%，业务量继续保持高速增长。
（六）城市更新业务积极推进
中电置业根据实际情况，直面困难，采取多项积极措施以加快拆迁谈判。
中联电子对建筑设计方案反复修改完善，对项目的商业部分邀请专业商业设计公司进行专项考察和定位分析，进一步优
化设计方案。
（七）继续推进资产结构调整
完成了桑达百利的注销手续。
完成了桑达汇通挂牌增资工作，增资资金已到位，工商变更手续已于7月底完成。
完成了桑达商用挂牌增资的前期准备工作，目前正在征集增资意向方。
（八）强化管理提升，防范经营风险
强化物业经营精细化管理。上半年完成租赁等收入4,573万元，较去年同期递增6.95%。
持续优化内控体系。修订完善公司内控手册，完成中电桑飞、桑达无线、捷达运输、桑达设备4家成员企业内控体系的
标准化及内控信息系统的上线工作。
强化财务价值管理。做好预算执行情况分析，严控各项费用开支，提升预算精细化管理水平。优选银行理财产品，提高
资金收益，理财收益同比增加约150万元。
加强审计监督。开展物业经营管理专项审计，优化物业租赁风险防控流程，强化内部管控机制，确保监督全面有效。
强化各企业各部门合规意识，严格按照有关监管规定，规范运作，做好信息披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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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系化提升安全管理水平。全面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出台《安全生产“一票否决”制度》《相关方安全管理制度》，
加大安全生产绩效考核及安全生产违规行为的问责力度。重点抓风险分级管控与隐患排查治理，大力推进双重预防机制建设。
今年以来无重大安全责任事故发生。

2、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1）与上一会计期间财务报告相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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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报告期无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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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上一会计期间财务报告相比，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与上一会计期间相比， 本期因同一控制下合并增加桑达设备公司1家。
根据本公司2018年2月13日第八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决议、2018年3月6日2018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审议通过的《关
于终止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事项改为现金收购深圳桑达电子设备有限公司51%股权的议案》，公司于
2018年3月购买了深圳桑达电子设备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桑达设备”）51%的股权，使其成为本公司的控股子公司，本期桑
达设备公司纳入合并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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