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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中邮展鸿通信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度报告摘要

一、重要提示

1.1 本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全文，投资者欲了解详细内容应当仔阅

读同时刊载于全国股份转让系统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平台

（www.neeq.com.cn）的年度报告全文。

1.2 公司董事会及其董事、监事会及其监事、公司高级管理人员

保证本报告所载资料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准确性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1.3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了审议本次年度报告的董事会会议。

1.4 公司 2017 年度财务报告已经立信中联会计师事务所（特殊

普通合伙）审计并出具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

1.5 公司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张梅

电话：010-82751567

传真：0335-62961090

电子邮箱：zhangmei@zyzhtx.com

办公地址：北京市海淀区上地信息路 11号彩虹大厦南楼 123

二、主要财务数据和股东变化

2.1 盈利能力

本期 上年同期 增减比例

mailto:电子邮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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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业收入 236,015,757.79 132,615,486.72 77.97%

毛利率% 3.80 6.07 -

归属于挂牌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3,325,188.06 2,220,402.62 49.76%

归属于挂牌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后的净利润

3,276,191.03 2,639,521.92 24.12%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依据归属于

挂牌公司股东的净利润计算）

30.99 27.90 -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归属于挂牌

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

利润计算）

30.53 33.17 -

基本每股收益 0.67 0.44 52.27%

2.2 偿债能力

本期期末 上年期末 增减比例

资产总计 39,370,447.81 82,021,859.64 -52.00%

负债总计 26,977,177.69 72,953,777.58 -63.02%

归属于挂牌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12,393,270.12 9,068,082.06 36.67%

归属于挂牌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 2.48 1.81 37.02%

资产负债率% 68.52 88.94 -

流动比率 1.46 1.12 -

利息保障倍数 7.08 5.95 -

2.3 运营能力

本期 上年同期 增减比例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9,301,090.26 -22,813,121.65

应收账款周转率 58.14 11.65 -

存货周转率 8.09 4.88 -

2.4 成长情况

本期 上年同期 增减比例

总资产增长率 -52.00 93.8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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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业收入增长率 77.97 -16.56 -

净利润增长率 49.76 47.73 -

2.5 股本情况

2.6 普通股前五名或持股 10%及以上股东情况

序号 股东名称 期初持股数 持股变动 期末持股数
期末持

股比例%

期末持有限

售股份数量

期末持有无限

售股份数量

1 张银周 4,700,000 0 4,700,000 94 4,700,000 0

2 张松贺 300,000 0 300,000 6 225,000 75,000

合计 5,000,000 0 5,000,000 100 4,925,000 75,000

普通股前五名或持股 10%及以上股东情况 ：截至本报告出具之日，2名股东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三、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3.1 商业模式

公司是一家以线上商城与线下代理经销相结合，以优质的服务和

股份性质
期初

本期变动
期末

数量 比例% 数量 比例%

无限售条

件股份

无限售股份总数 75,000 1.50 0 75,000 1.50

其中：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0 0 0 0 0

董事、监事、高管 75,000 1.50 0 75,000 1.50

核心员工 0 0 0 0 0

有限售条

件股份

有限售股份总数 4,925,000 98.50 0 4,925,000 98.50

其中：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4,700,000 94.00 0 4,700,000 94.00

董事、监事、高管 225,000 4.50 0 225,000 4.50

核心员工 0 0 0 0 0

总股本 5,000,000 - 0 5,000,000 -

普通股股东人数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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渠道优势为下游各级经销商和终端客户提供完善服务的通讯设备批

发 和 零 售 业 企 业 ， 商 业 模 式 结 构 较 为 简 单 。

（一）产品销售方式

目前，公司产品销售的方式主要分为网上商城与经销商销售两

类。

1 、网上商城销售方式

网上商城销售方式主要是指公司直接通过电商客服团队面向终

端客户进行销售服务，建立供应采购关系和销售购买关系。经过多年

的业务团队的实践和积累，以及网上商城的经营经验积累，公司在业

内有一定的品牌知名度，不仅形成了稳定的下游经销商合作伙伴，在

网上商城也形成了稳定的客户流量。

2 、经销商销售方式

经销商销售方式是指公司利用主要股东、管理团队成员、以及销

售团队的线下推广等与下游经销商建立合作关系，同时以往合作过的

客户也会为公司推荐新的客户资源。通过渠道获取方式所产生的客户

也带动了公司品牌的提升和口碑的传播，同时带动了直接获取客户数

量的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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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业务合作模式

公司上游供应商为各大通讯设备制造厂商、各大通讯设备全国代

理商以及通信服务提供商。上游供应商一般均有成熟的经销商管理体

系，供应商的业务部门通常会对经销商进行业务评估和市场服务调

查，以提升经销商的服务质量。很多大厂商还会根据经销商的规模，

对经销商进行分层管理，比如分为首选

供应商和普通供应商，生意机会会优先提供给首选供应商，此外，

会制定相关区域管理的规则，防止业内串货等风险。作为通讯设备批

发和零售行业的企业，公司通常会与供应商一次性签署较长期限的

《框架协议》或区域授权协议。

（三）主要服务盈利模式

公司业务模式较为简单，盈利来源即为采购销售之价差。由于行

业准入门槛较低，市场竞争主体较多，产品提供也大多同质化，差异

较小。线下经销推广的竞争市场为接近完全竞争市场，行业毛利率约

为 5-15%的水平区间，企业之间盈利水平差别不大。

（四）组织架构保障模式

公司架构以扁平化组织和管理为主，以提升公司快速的服务与响

应能力。公司的所有团队被划分为四类角色：销售角色、交付角色、

库管角色和管理角色。每种角色都制订了简明扼要的目标与规范，并

专门针对业务制订了详细的标准与制度，力争通过精益管理为客户提

供高品质的服务，从而保证公司的稳定或持续发展。

（五）公司主要产品、服务及用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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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是以手机等移动终端通讯设备产品为核心的产品体系，主要

产品、服务及用途具体如下：

1、手机产品

手机产品是公司销售的主要产品，也是公司报告期内营业收入的

主要组成部分。公司主要销售的手机产品包括智能手机与非智能手

机，涵盖市面的主流产品。公司目前拥有国内和国际大部分主流品牌

手机的经销商资格，在行业内形成了一定的品牌影响力。

2、手机配件

手机配件主要指耳机、移动充电器、保护膜、装饰外壳以及符合

时尚潮流概念的时尚配件等。公司手机配件的采购渠道均来自专业从

事数码配件生产的制造商及代理商。由于手机配件主要为手机客户提

供硬件配套，市场规模有限，报告期内手机配件占主营业务收入比重

较小。

报告期内， 公司商业模式未发生重大变化。

3.2 总体经营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 2017 年营业收入 23601.58 万元，同比上升

77.97%，实现净利润 332.52 万元，同比增长 49.76%。

报告期内，公司致力于产品线扩张和业务升级，加大了营销力量

建设投入，努力提升现有客户的新产品应用体验和建立新客户业务联

络。销售费用的加大，为公司产品和业务升级提供了支持，也为未来

业绩增长打下了良好的基础。营业收入较上年增长了 77.97%，主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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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因是公司加大了分销业务的批发出货量，虽然零售业务较上年有所

降低，但总体的营业收入仍较上年有了较大幅度的增长。毛利率较上

年有所降低，是由于零售业务在营业收入中的构成比例降低，而零售

业务的毛利率要高于批发业务，从而导致 2017 年营业毛利率较上年

有所降低。 营业外收入增长了 42.4%，是因为随着公司营业收入的

增长，上缴国家税收也相应增长，政府补贴（夏庄工业园扶持资金）

也相应随之增长。 营业外支出降低了 90%，是因为公司加强了管理，

减少了违约罚款等支出，相应提高了公司利润。2017 年度公司营业

收入较上年增长 10,340 万元，利润增长 110 万元，存货周转率提高

了 3.21，库存随之下降了 540 万元，应收款周转率提高了 46.49，应

收款相应下降了 3,557 万元,导致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由上

年的-2,281 万元提升为 1,930 万元。

报告期内公司偿还了上年银行贷款 1,800 万元，本年新增 500 万

元银行贷款于年末偿还 200 万元，导致公司当年的资产及负债额降

低，资产负债率下降，提高了公司的经营效率。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净额亦由上年的 2,327 万元降为-1,973 万元。

四、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4.1、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会计政策、会计估算和核算方法

发生变化的说明

□√适用 □不适用

（一）关于会计政策变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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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 4月 28 日，财政部以“财会〔2017〕13 号”《关于印发

<企业会计准则第 42号——持有待售的非流动资产、处置组和终止经

营>的通知》发布了修订后的有关持有待售的非流动资产、处置组和

终止经营准则，对 2017 年 1 月 1 日至本准则施行日之间新增的持有

待售的非流动资产、处置组和终止经营根据本准则进行调整。

2017 年 5月 10 日，财政部以“财会〔2017〕15 号”《关于印发

修订<企业会计准则第 16号——政府补助>的通知》发布了修订后的

政府补助准则，并要求该准则自 2017 年 6 月 12 日起施行，企业对

2017 年 1 月 1日存在的政府补助采用未来适用法处理，对 2017 年 1

月 1日至本准则施行日之间新增的政府补助根据本准则进行调整。

2017 年 12 月 25 日，财政部以“财会〔2017〕30 号”《财政部

关于修订印发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通知》对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

式进行了修订，并要求编制 2017 年度及以后期间的财务报表。其中

利润表新增“资产处置收益”项目，反映企业出售划分为持有待售的

非流动资产（金融工具、长期股权投资和投资性房地产除外）或处置

组时确认的处置利得和损失，以及处置未划分为持有待售的固定资

产、在建工程、生产性生物资产及无形资产而产生的处置利得或损失。

（二）关于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变更

本报告期主要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未发生变更。

4.2 、报告期内发生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要追溯述的说明

□适用 □√ 不适用

4.3 、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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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用 □√不适用

4.4 、董事会对会计师师务所本报告期 “非标准审计报告 ”的

说明

□适用 □√不适用

北京中邮展鸿通信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8 年 4月 2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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