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市特发信息股份有限公司 2016 年年度报告摘要

证券代码：000070

证券简称：特发信息

公告编号：2017-07

深圳市特发信息股份有限公司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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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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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韦岗

未亲自出席董事职务
独立董事

未亲自出席会议原因
因事请假

被委托人姓名
王宇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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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 是 □ 否
公司经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的普通股利润分配预案为：以 313497373 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0.75 元（含
税），送红股 3 股（含税），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转增 7 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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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发信息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股票代码

000070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张大军

杨文

办公地址

深圳市南山区高新区中区科丰路 2 号特发 深圳市南山区高新区中区科丰路 2 号特发
信息港大厦 B 栋 18 楼
信息港大厦 B 栋 18 楼

传真

0755-26506800

0755-26506800

电话

0755-26506648

0755-26506649

电子信箱

zhangdj@sdgi.com.cn

zhangdj@sdgi.com.cn

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公司是国内最早开拓并专注于光纤光缆、配线网络设备及通信设备研制、生产的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之一。目前公司的
产业覆盖光纤光缆、接入端及军工信息化领域，业务涵盖产品的研制、试验、生产、销售、维修保障等环节，并向客户提供
整体解决方案。公司已在全球40多个国家和地区构建了完备的销售与服务体系，在深圳、东莞、西南、华东、华北等地设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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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基地，掌握全资、控股子公司十余家，构建了一个多元化的产业格局。
在 “互联网+”、“一带一路”等一系列政策的持续推动下，通信基础设施建设力度不断加大，加之数据中心建设、超高清
视频等新业务的蓬勃发展，带来了高速大容量网络的市场需求，驱动光通信产业迅速发展，通信纤缆市场需求旺盛、订单饱
满，电力光缆市场整体平稳、竞争激烈，宽带接入终端市场需求快速增长；军工信息化市场受军改等因素影响，短期稳定、
长期向好。总体来看，预计相关产业都将保持稳定的增长态势。
1、光纤光缆产业：
公司光纤光缆产业链在深圳、东莞、重庆、常州及枣庄等地分别设有生产基地，拥有27万多平米的现代化厂房，先后从
世界先进纤缆生产国家引进一系列高端的纤缆生产及检测设备，组建起华南地区规模最大的光纤光缆研制及检测基地。公司
光纤光缆产品覆盖：光纤、通用光缆、特种光缆、室内软光缆、蝶形引入光缆、电力光缆、铝包钢产品、光缆金具及附件产
品等。
公司与联通、电信、移动等电信运营商，国家电网、南方电网等电网公司，有线电视、交通、政府、国防等专网用户均
长期保持着良好的合作关系，公司产品在国家及省级运营商的一级干线网重点工程广泛使用，业务遍及全国20多个省、市、
自治区，并远销东南亚、欧美及非洲的多个国家和地区。
2、接入端产业：
产业链企业主要包括光网科技和特发东智。光网科技提供无源接入设备，主要从事光通信器件的研发、生产和服务，能
为客户提供设备、接入光缆、光器件、工程方案咨询、施工及“一站式”光网络配线整体解决方案。特发东智提供有源接入设
备，主要从事无源光纤网络终端、无线路由器、IPTV机顶盒、分离器和智能路由器等产品的研发、生产和销售。主要采用
ODM模式，为多家国内通讯设备领域领军企业提供设计和生产外包服务。
两者形成了良好的协同效应，使公司拥有光接入端的全面产业链，为公司进一步谋求在智能网络接入终端领域的发展，
提高产业链的盈利能力和行业竞争力，寻求高端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3、军工信息化产业：
成都傅立叶是军工信息化装备研发与制造的高新技术企业，主要从事军用航空通讯设备、数据记录仪和弹载计算机的研
发、生产与销售，产品应用范围覆盖军用无线通信、飞控导航、雷达信号处理和电子对抗等领域，逐步形成了军用航空通讯
设备、数据记录仪、外场检测仪、弹载计算机等产品。
此外，特发泰科也大力拓展TD-LTE无线市场，谋求在无线及光传输设备产业的后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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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是否因会计政策变更及会计差错更正等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单位：人民币元
2016 年
营业收入

2015 年

本年比上年增减

2014 年

4,612,417,968.50

2,449,797,414.02

88.28%

1,913,254,930.9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95,785,081.84

91,941,947.82

112.94%

55,588,453.4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180,808,290.75

85,293,975.69

111.98%

48,412,102.14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300,472,395.24

178,889,141.64

67.97%

143,097,008.72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6245

0.3349

86.47%

0.2051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6245

0.3349

86.47%

0.2051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1.90%

8.03%

3.87%

5.32%

2016 年末

2015 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减

2014 年末

总资产

5,065,491,995.83

4,044,451,264.93

25.25%

2,608,137,126.1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1,739,474,105.81

1,553,093,945.16

12.00%

1,068,697,997.34

（2）分季度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人民币元
第一季度
营业收入

1,031,239,829.83

第二季度
1,110,006,397.48

第三季度
1,117,418,556.06

第四季度
1,353,753,185.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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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34,923,876.95

43,544,884.94

46,004,897.85

71,311,422.1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34,421,914.56

42,955,404.54

39,491,512.81

63,939,458.84

-192,188,868.51

-992,941.16

150,059,670.86

343,594,534.05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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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度报告披露日
23,915 前一个月末普通
股股东总数

报告期末表决权
26,160 恢复的优先股股
东总数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
一个月末表决权恢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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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深圳市特发集
国有法人
团有限公司
陈传荣

境内自然人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39.18% 122,841,186

质押或冻结情况

持有有限售条件的股份数量

股份状态
0

4.65% 14,582,387

14,582,387 质押

长城证券-兴业
银行-长城特发
其他
智想 1 号集合
资产管理计划

3.68%

11,542,497

11,542,497

戴荣

2.90%

9,102,833

9,102,833

五矿企荣有限
境外法人
公司

2.67%

8,380,000

0

汉国三和有限
境外法人
公司

1.32%

4,126,460

0

中国农业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宝盈转型动力
其他
灵活配置混合
型证券投资基
金

1.30%

4,076,386

0

交通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博时
新兴成长混合 其他
型证券投资基
金

1.18%

3,699,837

0

中国工商银行博时第三产业
境外自然人
成长混合型证
券投资基金

1.05%

3,300,000

0

中国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宝盈
核心优势灵活 其他
配置混合型证
券投资基金

1.05%

3,300,000

0

境内自然人

数量

6,075,000

3

深圳市特发信息股份有限公司 2016 年年度报告摘要

公司前十名股东中，汉国三和有限公司是深圳市特发集团有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其他股东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
未知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不知是否属于《上市公司持股变动信息披露管理办法》中规定的
动的说明
一致行动人。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
无
说明（如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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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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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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公司债券基本信息
债券名称

债券简称

债券代码

到期日

债券余额（万元）

利率

（2）公司债券最新跟踪评级及评级变化情况
（3）截至报告期末公司近 2 年的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单位：万元
项目

2016 年

2015 年

同期变动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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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提速降费”和“宽带中国”宏观政策的推动下，互联网用户规模快速增长，高带宽应用逐渐普及，网络直播、网络视频
等 OTT 业务的发展，推动网络流量爆发式增长，运营商对现有网络的升级改造以及光网络向各行业全面融合渗透，广电国
网获批互联网国内数据传送业务、国内通信设施服务业务经营许可后也将加大对基础网络的投资。在市场需求旺盛的带动下，
目前，光通信行业持续保持较高景气度。
2016年，公司抓住行业市场机遇，克服原材料供应紧张、结构性产能不足等不利因素，将工作重点放在“光纤光缆板块
的管理提升、并购企业的管控融合、战略转型发展的推进和积累”三个方面，上下同欲，高度聚焦产业战略发展的目标，实
现了纤缆业务平稳增长，非缆业务快速发展，顺利完成了年度各项生产经营任务，实现公司向非纤缆业务转型的战略目标。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46.12亿元，比上年同期增加21.63亿元，增长88.28%；利润总额2.64亿元，比上年同期增
加1.37亿元，增长107%；实现净利润2.29亿元，较上年同期增加1.15亿元，增长102%；归属母公司的净利润1.96亿元，较上
年同期增加1.04亿元，增长113%。报告期内，公司收入增长的主要原因是：一方面，原有纤缆业务克服了光纤供应紧张的
不利因素，通过拓展光纤供应渠道，挖掘现有光纤产能，收入呈现平稳增长；另一方面，并购企业业务抓住了光通讯网络终
端蓬勃发展的大好机遇、军工企业成都傅立叶在军改影响较上年有所减弱的情况下，加大市场开拓力度，使收入呈现了较好
的增长态势。利润增长的主要原因是：一方面，原有业务市场订单充足，虽然产品售价持续下降，但通过成本控制、优化采
购流程以及市场策略等方式，部分抵消了产品售价持续下降的影响；另一方面，公司两并购企业纳入合并范围带来利润的增
长。
公司在报告期内开展的主要工作：
（一）聚焦发展战略
目前公司的战略为：专注于纤缆业务提升、强化光端产品的市场占有率和影响力，紧盯5G推进带来的产业发展趋势和
机会，进一步扩大和延伸光通信产业链，同时积极谋划军工信息化产业发展。
面对主要原材料供应紧张局面，内外齐动、拓展渠道，积极应对，把握市场机遇，灵活调整市场策略，稳固公司的行业
及市场地位。在2016年度运营商光缆重大项目投标中，认真分析纤缆行业竞争形势、客户需求和自身产能配置，通过合理的
报价策略，取得良好的中标订单；电力光缆事业部在国网投标中取得较好成绩，并中标特高压直流配套工程，实现特高压直
流“零”的突破；光网科技合理调整产品结构，在年度移动配线类产品集采中，中标光交箱标段和光纤配线架；特发华银取得
了导线资质，并实现了订单突破。
发挥产业链协同效应，深化拓展与国内通信领域领军企业的合作，本年度的合作规模较上年实现翻番。
加大专网、集成商市场开拓力度，全面参与各非运营商市场项目。
发挥海外销售平台作用，积极拓展海外业务。2016年公司积极参与海外基础网络设施建设与服务市场，开发了多家海外
新客户，并实现供货。电力光缆产品中标海外230kV电网项目。2016年度公司在印度设立了办事处，并积极调研探讨在东南
亚投资建厂的可行性。
2016年公司成立销售事业部，全面整合销售资源，组建统一的产品销售及商务市场平台，统一管理相关产品的销售、客
户维护、商务流程、品牌宣传与建设、市场推广等各项工作。
特发东智业务增长可观，生产规模迅速扩大，报告期内陆续投资扩产生产线，与并购前相比产能增长了两倍多，为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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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业收入和利润的增长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光端产品抓住4G市场机会取得显著成果，为公司谋求未来5G发展机会提供了有
利条件。
成都傅立叶的航空通讯设备市场销售额大幅增加，弹载计算机已经开始列装，测控集成业务初步打开市场；卫星通信终
端参与军方多个项目。
（二）扎实推进并购企业管控融合
管理体系接入融合：实现决策机制、财务、投资、采购、业务、风控等方面基本制度全覆盖。
战略发展达成共识：对符合战略发展目标的原有业务培植、投入；对 “新产品、新业务、新市场”积极探索实施市场化
机制，形成了“责任共担、利益共享”的战略共识。
薪酬绩效市场对标：参照行业市场数据和公司的岗位价值体系，兼顾并购企业历史情况，构建了符合并购企业特点的绩
效管理体系。
（三）稳步落实重点项目
完成光缆产业（山东）战略布点项目，2016年6月项目建成投产，实现了光缆在北方布点。
东莞寮步产业园光纤产能扩产项目按计划推进中， 2016年底已完成工程设计和施工预算工作。
光网科技光明新区产业园建设及扩产项目基坑和桩基工作完成，已经开始实施主体建设。
特发信息科技大厦项目已正式落成投入使用。
（四）统筹科技创新建设
报告期内，公司技术中心平台向“引领研发”、“支撑经营”转型，确定了前瞻技术研究+科研项目孵化+信息化建设支撑的
运作模式及考核机制。公司强化了技术研发项目统筹能力；建立起实体化的研究院，促进现有研发体系向具备技术整合能力、
前沿技术储备能力、产品开发能力的技术创新机构转型升级；编制了公司《“十三五”两化融合建设规划》，启动了三缆智能
化制造MES（生产执行系统）项目，完成了公司经营管理信息化平台的搭建。
（五）全面实施人才战略
公司以构建“市场化、职业化、开放性的人才管理平台”为人才战略核心。拓宽人才选用通道；合理优化人才使用结构；
优化后备人才管理办法，扩大后备人才规模，注重后备人才培养的个性化及培养效果，完善内部培养体系。
（六）强化监督管理力度
2016年，公司着力加强内部管理，强化制度流程执行，积极推动管控融合。通过专项审计、跟踪检查、纪检监察等方式
进一步加强制度规范执行体系建设；监督制度流程的执行情况，通过督办及流程梳理，提升内部执行效率；修订、优化了制
度规范20余项；在完善已有业务管理模式的同时，将特发东智、成都傅立叶纳入公司管理体系，共同探索更加有竞争力的市
场化管理模式，以实现公司管理体系的全面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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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光纤光缆销售

营业收入

营业利润

毛利率

营业收入比上年 营业利润比上年 毛利率比上年同
同期增减
同期增减
期增减

1,845,659,616.25

374,047,601.02

20.27%

1.21%

24.46%

22.98%

光传输设备销售 2,547,990,956.61

326,381,988.68

12.81%

430.34%

305.40%

-23.57%

116,941,815.41

49,636,656.94

42.45%

402.19%

317.53%

-16.85%

96,004,782.47

46,733,045.68

48.68%

31.59%

-3.67%

-26.80%

电子设备销售
物业租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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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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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营业收入比去年同期增长88.28%，一方面，原有业务克服了光纤供应紧张的不利因素，通过拓展光纤供应渠道，挖掘现
有光纤产能，收入比2015年增长10.7%，呈现平稳增长；另一方面，并购企业业务抓住了光通讯网络终端蓬勃发展的大好机
遇、军工企业成都傅立叶在军改影响较上年有所减弱的情况下，加大市场开拓力度，使收入呈现了较好的增长态势。
2、营业成本比去年同期增长90.45%，主要是业务规模扩大后相应成本增长所致。
3、归属于上市公司普通股股东的净利润比去年同期增长112.94%，主要是原有业务毛利提升及并购企业东智、傅立叶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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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适用 □ 不适用
根据财会[2016]22号财政部关于印发《增值税会计处理规定》的通知规定，“营业税金及附加”科目名称调整为“税金及附加”
科目，该科目核算企业经营活动发生的消费税、城市维护建设税、资源税、教育费附加及房产税、土地使用税、车船税、印
花税等相关税费；利润表中的“营业税金及附加”科目调整为“税金及附加”科目。
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未发生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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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报告期无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

深圳市特发信息股份有限公司
二○一七年四月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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