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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300312                           证券简称：邦讯技术                           公告编号：2013-035 

邦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2013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1、重要提示 

（1） 

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本报告摘要所载资料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摘自半年度报告全文，半年度报告全文刊载于巨潮资讯网等中国证监会指定网站。投资者欲了解详细内容，

应当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文。 

（2） 

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内的半年度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 适用 √ 不适用  

（3） 

公司负责人张庆文、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张海滨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骆国意声明：保证本半年度报告中财务报

告的真实、完整。 

（4） 

半年度报告是否经过审计 

□ 是 √ 否  

（5）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邦讯技术 股票代码 300312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陈喜东 苏晓霞 

电话 010-88857070 010-88857070 

传真 010-88556111 010-88556111 

电子信箱 zqb@boomsense.com zqb@boomsense.com 

2、主要财务会计数据和股东变化 

（1）主要财务会计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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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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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营业总收入（元） 186,024,229.88 218,570,802.11 -14.8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14,986,697.19 29,645,985.57 -49.4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后的净利润（元） 
14,133,093.89 28,572,249.04 -50.54%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179,793,013.01 -186,879,058.85 3.79% 

每股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股） 
-1.1236 -1.7518 35.86%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937 0.234 -59.96%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937 0.234 -59.96% 

净资产收益率（%） 1.74% 7.81% -6.07% 

扣除非经常损益后的净资产收益率（%） 1.65% 7.52% -5.87%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

减（%） 

总资产（元） 1,287,618,055.93 1,244,433,444.59 3.4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元） 853,551,130.19 854,566,433.00 -0.1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元/

股） 
5.334 8.0106 -33.41% 

非经常性损益的项目及金额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项目 金额 说明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包括已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冲销部分） 600.00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与企业业务密切相关，按照国家统

一标准定额或定量享受的政府补助除外） 
1,054,500.00 融资信保补贴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79,553.37 其中捐赠支出 8 万元 

减：所得税影响额 121,943.33  

合计 853,603.30 -- 

对公司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 1 号——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界定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以及把《公

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 1 号——非经常性损益》中列举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的项目，应

说明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2）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报告期末股东总数 6,7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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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庆文 境内自然人 36.64% 39,088,000 39,088,000   

戴芙蓉 境内自然人 17.35% 18,512,000 18,512,000 质押 18,510,000 

望桥投资有限公

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3.6% 3,839,880 0   

中国建设银行－

华夏红利混合型

开放式证券投资

基金 

其他 3.4% 3,624,97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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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灿阳 境内自然人 3% 3,200,000 2,400,000   

北京融铭道投资

管理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3% 3,200,000 2,400,000   

北京中海金讯投

资中心（有限合

伙） 

境内非国有法人 1.87% 2,000,000 0   

陈文兰 境内自然人 1.5% 1,600,000 0   

郑志伟 境内自然人 1.5% 1,600,000 1,200,000   

杨文星 境内自然人 1.5% 1,600,000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

说明 

上述股东中，张庆文、戴芙蓉系夫妻关系，为公司实际控制人，其余股东未知是否存在

关联关系或是否属于一致行动人。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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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实际控制人报告期内变更 

□ 适用 √ 不适用  

3、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1）报告期经营情况简介 

报告期内，公司业务拓展未达预期，且运营商验收进度滞缓，导致报告期内公司营业收入较上年同期有所下降。同时，公司

营销网络的拓展、研发投入的持续上升等导致期间费用同比增幅较大。综上所述，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18602.42万元，

较上年同期下降14.89%；营业利润1434.00万元，较上年同期下降54.24%；利润总额1531.56万元，较上年同期下降52.7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1498.67万元，较上年同期下降49.45%。 

（2）报告期公司主营业务是否存在重大变化 

□ 是 √ 否  

（3）报告期公司主营业务的构成 

单位：元 

 营业收入 营业成本 毛利率(%) 
营业收入比上年

同期增减（%） 

营业成本比上年

同期增减（%） 

毛利率比上年同

期增减（%） 

分行业 

无线网络优化设

备的销售及系统

集成 

186,024,229.88 88,986,425.41 52.16% -14.89% -12.49% -1.31% 

分产品 

销售收入 22,227,827.50 15,028,234.17 32.39% -52.53% -50.19% -3.18% 

集成收入 161,307,781.11 73,037,401.37 54.72% -3.87% 3.47% -3.21% 

代维收入 2,488,621.27 920,789.87 63% -36.99% -0.35% -13.6% 

分地区 

华东地区 67,814,881.08 34,873,277.08 48.58% -19.75% 1.20% -10.64% 

华南地区 42,140,515.61 17,581,698.99 58.28% -32.92% -52.47% 17.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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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南地区 37,256,369.85 15,828,671.84 57.51% 0.40% -17.57% 9.26% 

华北地区 14,251,517.73 6,154,293.21 56.82% -11.64% 19.24% -11.18% 

华中地区 1,833,961.17 1,228,116.54 33.03% 283.86% 424.60% -17.97% 

西北地区 16,346,895.49 10,291,524.54 37.04% 109.64% 194.01% -18.07% 

东北地区 6,380,088.95 3,028,843.21 52.53% -34.42% 42.05% -25.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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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期营业收入、营业成本、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总额或构成较前一报告期发生重大变化

的说明 

报告期内，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较去年同期下降49.45%，主要系因公司营业收入同比下降的前提下成本仅有小幅

下降所致。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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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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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适用 

（3）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更说明 

本期新纳入合并报表范围的公司：厦门海纳通科技有限公司，系本公司与本公司的全资子公司深圳市嘉世通科技有限公司共

同出资于2013年2月设立。 

（4）董事会、监事会对会计师事务所本报告期“非标准审计报告”的说明 

不适用 

 

 

 

 

 
 

 

 

 

 

 

 

 

 

 

 

 

法定代表人：张庆文 

邦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2013年8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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