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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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期内没有进行利润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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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实达集团 600734 实达电脑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吴波 林征 

电话 0591-83725878 0591-83708108 

办公地址 福建省福州市洪山园路67号实

达大厦13层 

福建省福州市洪山园路67号实

达大厦12层 

电子信箱 wubo@start.com.cn linzheng@start.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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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398,889,895.27 8,225,118,774.79 -10.0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资产 

2,974,054,619.78 2,874,784,003.03 3.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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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49,099,323.38 -208,955,646.41 -114.93 



金流量净额 

营业收入 2,775,321,967.43 2,509,452,532.13 10.5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 

98,591,901.46 52,210,408.78 88.8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 

41,348,688.78 48,913,454.99 -15.47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

益率（%） 

3.3713 1.9222 增加1.45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

／股） 

0.1581 0.0841 87.99 

稀释每股收益（元

／股） 

0.1581 0.0841 87.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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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102 

截止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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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昂展科技发展有限公

司 

境内

非国

有法

人 

37.68 234,966,407 147,281,921 质押 234,966,300 

大连市腾兴旺达企业管理

有限公司 

境内

非国

有法

人 

10.01 62,416,313 62,416,313 质押 62,416,313 

北京百善仁和科技有限责

任公司 

境内

非国

有法

人 

2.20 13,731,825 13,731,825 质押 13,731,800 

中兴通讯股份有限公司 其他 1.52 9,482,218 9,482,218 无 0 

陈峰 境内

自然

人 

1.51 9,424,984 9,424,984 质押 9,424,984 

王江 境内

自然

人 

1.42 8,834,161 7,509,037 无 0 

章志坚 境内

自然

1.39 8,636,265 0 无 0 



人 

福州开发区国有资产营运

有限公司 

国有

法人 

1.26 7,875,000 0 无 0 

王嵚 境内

自然

人 

1.11 6,941,127 5,899,958 质押 6,247,000 

大连市隆兴茂达企业管理

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其他 0.91 5,654,990 5,654,990 无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

明 

公司前十名股东中北京昂展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与北京

百善仁和科技有限责任公司为一致行动人：大连市腾兴旺

达企业管理有限公司、陈峰、大连市隆兴茂达企业管理合

伙企业（有限合伙）为一致行动人，除上述情况外本公司

未知其他前十名股东、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之间是否存

在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人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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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位:亿元  币种:人民币 

债券名称 简称 代码 发行日 到期日 债券余额 利率（%） 

福建实达集

团股份有限

公 司 2017

年非公开发

行公司债券 

17 实达债 145700 2017 年 11

月 15 日 
2020 年 11

月 15 日 
6 7.50 

反映发行人偿债能力的指标： 

√适用□不适用  

主要指标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资产负债率 59.80   65.05   

 本报告期（1-6月） 上年同期 

EBITDA利息保障倍数 3.24   3.59   

 

关于逾期债项的说明 

□适用√不适用  



 

三 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报告期内，公司的主营业务为移动互联网智能终端、终端配套电池电源及物联网周界安防业

务。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277,532.20万元，与去年同期的 250,945.25万元相比增长

10.59%，主要原因是公司智能终端产品的平均价格与去年同期相比有所增长，产销规模同比增

长，并且公司物联网安防业务稳步推进，整体业务收入增长较快。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利润

12,917.90万元，与去年同期的 5,519.81万元相比增加约 7,398.09万元；实现归属于普通股股

东的净利润 9,859.19 万元，与去年同期的 5,221.04万元相比增加约 4,638.15万元, 增长约

88.84%；主要原因是公司上半年获得政府补助收入 7,577.47万元，比去年同期增加 7,195.86万

元，在扣除所得税影响数后，公司本期的非经常性损益比去年同期大幅度增加。 

目前公司主营业务主要分为三部分： 

一是移动智能终端业务，包括移动智能终端及相关核心部件的研发、设计、生产和销售； 

二是移动智能终端配套电池电源业务，包括电池电源的研发、设计、生产和销售； 

三是物联网周界安防业务，包括防入侵系统、视频监控及物联网安防应用相关软件、硬件产

品的研发、生产、销售及相应的技术服务。 

（一）移动智能终端业务 

公司目前移动智能终端主要业务均通过全资子公司深圳兴飞及其全资子公司东方拓宇开展。 

报告期内，面对关键部件及包材产品涨价或供应紧张等问题，深圳兴飞积极应对，坚持推行

产品升级、产品多元化策略，继续夯实发展基础，加大研发投入，集中资源研发畅销产品。深圳

兴飞紧密把握行业趋势，原有产品的迭代升级进展顺利，移动智能终端产品继续向中高端升级，

单机利润稳步提升；其中毛利率较高的中高档智能机的产销量、出货量和毛利贡献度均持续提

高；建立的价值客户群例如 Diamond、MMX、Q-MOBILE等客户已带来稳定的利润贡献。期间除了

对自主研发特色产品如 VR手机、投影手机、物流手机等持续优化以外，在智能终端非手机行业

方面有所突破：深圳兴飞开展了笔记本平板项目；对智能 Pos机、金融刷卡手机、银联二维码生

成器等新开发的智能终端性能升级。 

报告期间，深圳兴飞通过积极洽谈合作，多点布局，移动智能终端市场客户拓展顺利：国内

订单保持稳定，进一步巩固了与飞利浦、康佳、海尔、云刷科技以及顺丰、“三通一达”等国内

知名物流快递客户的合作；同时与海外运营商的合作日益加强，海外客户群体业务量稳定增长；

在金融支付领域方面，拓展并积累了新的产品形态和客户；在智能投影领域也开拓了新客户，开

展共同研发合作项目。 

深圳兴飞积极培育新的业绩增长点，大力拓展智能终端非手机行业。东方拓宇在“智慧家

庭”和“智能行业”两大产品研发方向取得进展：智慧家庭方面，除了已与中国联通和阿里巴巴

的合作，还与坚果签订了共同研发项目；智能行业方面，巩固了手持终端产品与行业定制客户的

合作，确保了标杆行业客户对最新一代的智能手持终端及解决方案的需求。目前自有品牌

IWRIST（艾维斯特）的系列智能终端产品线上线下的渠道布局日趋完善。 

2018年上半年全年深圳兴飞实现销售收入约 26.52亿元（合并报表数据，含配套电池电源

业务），较去年同期 24.71亿元增长 7.32%；净利润约 6,890.41万元，较去年同期 5,828.69万

元增长 18.22%，主要原因是主打产品向中高端升级，单机利润稳步提升，产销规模同比增长，

同时上半年获得部分政府补助收入。 

（二）移动智能终端配套电池电源业务 

公司目前移动智能终端配套电池电源业务通过深圳兴飞之全资子公司睿德电子开展。 

报告期内，睿德电子经营方面具体如下： 



1、持续加大研发投入，研发出业界领先的快充 4.0产品，目前 QC4.0充电器已为锤子旗舰

手机独家供货；并为人工智能音箱提供配套电源； 

2、在主营业务网络终端产品电源部分持续保持着国内的主导地位，成为国内知名的品牌商

诺基亚贝尔，烽火科技，中兴通讯，友华科技等的主力供应商；新开拓了机顶盒等重点客户如浪

潮，东方广视，双翼等，对以上客户进行大批量持续稳定的供货；突破 AI智能音响电源领域，

成为阿里、百度等人工智能音响电源的主力供应商，月出货量超过 50万台；积极开辟除移动、

网络终端外的 Pos机及医疗行业客户群的电源业务，目前已开发两到三家行业主力品牌商；  

3、持续拓展海外客户，成为印度重点客户 Reliance在电源和电池两类产品的主力供应商，

月均供货量超过 300万台； 

4、通过扩充厂房面积，投入组建 2条全自动化线，通过产品自动化升级来提高效率降低成

本； 

5、持续关注人员培训、精简人员、降低管理费用，提高了综合管理与生产效率。 

2018年上半年，睿德电子实现销售收入约 4.55亿元，较去年同期 3.35亿元增加 35.82%，

净利润约 718.94万元，较去年同期 1,177.65万元减少 38.95%，主要原因是报告期间虽然重点

客户需求保持稳定，海外客户及新行业客户也实现了批量交付，使得营业收入较往期出现较大增

长幅度增长，但由于人力成本增加，原材料全面上涨，以及上半年汇率损失等多因素影响，导致

利润同比下降。 

（三）物联网周界安防业务 

公司目前物联网周界安防业务由控股子公司中科融通开展。 

报告期内中科融通致力于构建面向多行业的高等级、智能化、立体式安防体系，为客户提供

专一的一体化防入侵整体解决方案，努力成为行业的引导者。中科融通进一步加大研发力度，除

了进行低空防御、光雷融合周界防入侵、车载机动系统的重点项目研发，开始启动第四代防入侵

系统的全面研发工作，其中包括第四代区域周界入侵探测系统及第四代无人机防御产品。基于位

置信息的异构传感器融合视觉+雷达，第四代区域周界入侵探测系统具有整体成本低、部署便

利、目标探测率高等优势，可广泛应用于机场等交通枢纽、高铁、油气输送骨干管道等国家战略

性基础设施、化工厂、油田、变电站等存在安全隐患的场所。第四代无人机防御产品具有“无源

检测、无死角、无人值守”、“精准打击，精准定位飞手”、“可识别敌我无人机”等优势，广泛适

用于航空机场、大型赛事活动、核电站、水坝等重要战略基础设施、监狱等重点监控区域的立体

化防控。中科融通在防入侵领域巩固先发优势，积极推进行业联盟的建立，切入行业区域内整体

解决方案的顶层设计，加大整体方案、标准、平台的推广。 

报告期内，中科融通联合江西省监狱企业集团公司、中国科学院物联网研究发展中心、江西

理工大学等合作成立物联网研究与应用联合实验室， 以“产学研用”合作模式，按照“优势互

补、共同发展”的原则，共同促进我国司法行政行业物联网技术与产业的全面发展。 

报告期内，中科融通依托核心技术优势，持续推进在全国的销售布局和区域内的行业销售，

逐步完成全国性销售区域的覆盖。期间中科融通重点加强合作伙伴和渠道代理建设，在未覆盖区

域和行业通过合作伙伴进行市场的深度挖掘，巩固已有市场，继续在防入侵领域进行深度拓展。

中科融通借助一带一路大形势，抓住国家战略投资机遇，重点推动有影响力项目建设，加强边控

整体规划建设，积极参与政府 PPP项目，上半年如期交付并通过验收新疆克州平安城市 PPP项

目；并与合作伙伴推动能源、公安等行业的防入侵试点建设及智慧城市建设。 

2018年上半年，中科融通实现营业收入 11,568.66万元，较去年同期 3,695.88万元增长

7,872.78万元，同比增长 213.02 %；实现净利润约 1,694.62万元，较去年同期 578.07万元增

长 193.15%，主要原因是报告期内中科融通新疆 PPP项目按期通过交付验收。 

 

2018年下半年公司经营计划 



（一）移动智能终端方面 

2018年深圳兴飞（合并报表）计划实现营业收入 70亿元以上，净利润预计 1.837亿元以

上，包含传统手机行业以及新兴物联网行业。其中，东方拓宇计划实现销售收入 12.3亿元以

上，净利润预计 5,000万元以上。 

针对传统手机行业，深圳兴飞将重点建立于国内品牌客户和海外知名品牌客户合作，目前已

与国内品牌酷派建立战略合作方向，主攻北美市场区域，共同开发北美运营商等业务。2018年

上半年已实现北美产品的陆续发货，2018年下半年与酷派合作的产品将实现批量发货。同时海

外松下、Diamond等新项目陆续批量发货。 

深圳兴飞计划成立 5G产品预研团队，紧密跟踪 5G技术的发展动向，积极参与 5G终端方案

的开发。除产品技术的预研外，还计划联合第三方在 5G应用场景方面积极投入。 

深圳兴飞还将积极推进业务转型，利用智能终端产品资源优势和行业地位，深入与客户合

作，开发物联网业务产品。2018年下半年依据年初制定之新产品研发方向，将深入研发投入，

加快研发专利的落实和产品开发实现，为公司产品战略转型提供技术支持。 

东方拓宇力争成为智能新型行业应用、智慧生活领域产品开发的领导者，从产品客户群体主

要致力于物流产品和电商平台领域，2018年上半年已实现与美团、顺丰、德邦的业务合作，并

与阿里巴巴搭建平台合作，2018年下半年继续仓储和新零售的业务开发，主要集中在菜鸟平台

和苏宁的合作。从新产品的开发，开发新型支付设备和行业定制的新型投影手机，扩充智慧生活

产品，提升产品利润空间。 

（二）移动智能终端配套电池电源业务 

2018年，睿德电子计划实现营业收入 10亿元以上，净利润预计 2,300万元以上。2018年睿

德公司将坚定不移地重点拓展国际业务，如印度的 Reliance，欧洲电信，UBEE等；将通过产业

链上移，实现客户升级和产品升级；同时依托国内一流的 ODM厂、品牌商、互联网企业，争取形

成战略合作； 

在稳定现有客群基础上，睿德电子在整体电源类产品市场方面继续开拓新的行业和领域，如

Pos机行业、医疗健康行业、研发大功率电源等。睿德电子 2018年继续围绕既定的工艺技术路

线和自动化改造效率提升，提高综合管理与生产效率。 

（三）物联网周界安防业务 

中科融通预计可实现营业收入 2.6亿元以上，净利润预计 5,070万元以上。 

2018年中科融通将继续致力于构建面向多行业的高等级、智能化、立体式安防体系，为客

户提供一体化防入侵整体解决方案。产品方面，在上半年研发基础上，重点进行第四代无人机防

御产品（运用于海关边境、体育场馆、国防军工、政府机构、航空机场、监狱看守所等无人机威

胁公众安全领域）和安防巡检小机器人（用于公共安全、司法、监狱、物业、酒店宾馆等）两类

产品的行业推广。销售方面，将逐步在以项目型销售和产品型销售为主的销售模式基础上，形成

新的以服务为主的新销售方式。市场拓展方面，将进一步完善全国销售布局，建立多处区域办事

处；加大加强与国内知名企业的合作力度，积极向其他行业拓展。研发方面，追踪目前物联网、

人工智能等新技术的发展，持续加大研发投入，突破入侵检测关键技术，加大入侵防控平台布

局，夯实行业解决方案，提升核心竞争力。公司治理方面，根据公司经营模式和实际情况，合理

调整组织架构，提高运营效率，节约成本。同时加强相关相关资质建设，促进人员能力提升，提

高核心竞争力。（四）其他方面 

2018年，公司将继续坚持围绕“移动互联+物联”的未来发展战略，推进公司债券发行等重

点工作，进一步进行横向的产业整合以及纵向的产业链延伸，进一步提升公司综合竞争力和企业

价值，实现股东利益最大化。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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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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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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