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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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敬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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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ijinghua@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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508,569,753.99 7,336,587,239.50 -24.9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资产 
2,433,902,671.50 2,610,191,478.94 -6.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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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流量净额 
-131,083,478.97 -449,099,323.38 70.81 

营业收入 1,823,691,816.54 2,775,321,967.43 -34.2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 
-178,567,191.62 98,591,901.46 -281.1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 

-208,141,340.28 41,348,688.78 -603.38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

益率（%） 
-7.0802 3.3713 减少10.45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

／股） 
-0.2864 0.1581 -281.15 

稀释每股收益（元

／股） 
-0.2864 0.1581 -28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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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5,7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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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64 228,466,407 0 质押 228,466,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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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境内非

国有法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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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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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江 境内自

然人 
1.20 7,509,037 7,509,037 无 0 

王嵚 境内自

然人 
1.00 6,247,127 5,899,958 质押 4,707,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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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质押 5,654,990 

潘燕萍 境内自

然人 
0.46 2,895,700 0 无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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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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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R 实达债 145700 2017 年 11
月 15 日 

2019 年 11
月 15 日 

4.13 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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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5.82   64.42   

 本报告期（1-6月） 上年同期 
EBITDA 利息保障倍数 -2.17   3.24   
 
关于逾期债项的说明 
□适用√不适用  
 

三 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3.1 经营情况的讨论与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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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兴飞及其全资子公司东方拓宇开展。 
报告期内，针对 5G 时代到来，深圳兴飞着手无线路由产品、智能机器人及其他物联网产品

的研发，并同步对客户进行新产品投标及新产品规划；在维护好现有客户同时，开拓客户群体，

为下半年业务订单及 2020 年拓展业务做准备。针对上半年业务量下降的情况，内部进行组织架

构优化和产能规划，优化费用提升费用效率，整合产能资源，降低产能闲置损失。 
报告期间，深圳兴飞全资子公司东方拓宇主营业务进行转型升级，经营围绕物流手持终端及

智能微投两款产品的销售而展开： 
1、开发新零售市场：开发圆通、百世汇通、菜鸟等大型客户并实现销售，京东、苏宁、唯

品会等客户的研发进度正常，即将实现量产，随着上述客户的产品实现配送，东方拓宇在物流手

持终端市场的占有率有望提高； 
2、智能微投类产品销售：智能微投产品已在运营商营业厅上市；公司成为微投市场领先者

坚果 PCBA 的 ODM 供应商，上述运营商与品牌客户 ODM 相结合销售模式，促进了公司微投类

产品销售。 
2019 年上半年，深圳兴飞实现销售收入约 17.84 亿元（合并报表数据，含配套电池电源业

务），较去年同期 26.52 亿元减少 32.73%；净利润约-14,750.47 万元，较去年同期 6,890.41 万元

减少 314.07%。 
其中，深圳兴飞销售业绩较去年同期下滑的主要原因如下： 
1、报告期内，手机智能终端行业的头部企业优势持续加大，并且国内品牌客户强势占领海

外市场，导致深圳兴飞原有的海外客户销售市场也受到影响；并且上半年为传统的销售淡季，移

动智能终端产品具有明显的季节波动性，主要销售量集中在下半年； 
2、受中美贸易摩擦影响，有关产品关税持续动荡，导致美国终端客户订单波动。2019 年上

半年受此影响，北美订单受到一定影响，以致深圳兴飞对应销售业务量下滑； 
3、2019 年行业运营商和品牌客户助力于 5G 产品的开发，行业出现多元化产品，传统手机

的竞争较为激烈，出现较为垄断集中情况，新的 5G 形态尚未形成，整体供应产能过剩，导致市

场订单量下滑，收入规模下降。 
深圳兴飞净利润较去年同期下降的主要原因如下： 
1、2019 年受整体宏观经济环境影响及手机智能终端产品的需求量减缓影响，导致深圳兴飞

终端客户需求量下滑，订单减少；另部分主力项目，上半年投入设计软件开发等工作，下半年才

能形成发货；  
2、受终端客户市场销售情况的影响，市场价格竞争激烈，产品利润率降低； 
3、报告期内，深圳兴飞针对锤子、与德、海派失信情况单项计提减值金额约 7,386 万元，

从而对净利形成负影响； 
4、为保障 2019 年及 2020 年产品规划，深圳兴飞保持产品研发投入，但报告期内并未有对

等的销售收入和利润补充；但深圳兴飞的管理费用、产业园折旧费用、公司贷款和集团资金拆借

发生的财务费用等相对固定，未随业务量下滑而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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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上半年经营情况如下： 
2019 年运营商均在投资 5G 基站，导致其年初的固网投资计划较多未落地，针对新的 5G 形

态尚未形成、整体供应产能过剩、行业利润率较低的局面，睿德电子持续拓展新的产品和市场方

向，增加微型投影和扫地机器人两个整机产品，增加大功率 2600W 和 3600W 驱动电源产品，引

导市场由原有网通行业向消费类智能终端行业的转型。报告期间取得了安防行业龙头海康威视、

大华股份的供货资质，取得了小米通讯技术的供货资质并批量供货。 



睿德电子坚持实施客户方向战略转型：巩固与烽火通信、中兴通讯、诺基亚贝尔、小米等国

内知名企业的合作，从而保持国内传统客户的市场份额；在机顶盒及人工智能音响电源等新业务

领域，拓展如浪潮、数码视讯、双翼、阿里巴巴、百度等客户群，并在微型投影、智能扫地机及

车品领域也有所收获；  
2019 年睿德电子继续深入开展生产成本管控，围绕既定的工艺技术路线持续提高产品标

准，通过优化生产流程和提高工艺水平，确保了产品品质和交付能力，并进一步降低生产成本。 
2019 年上半年，睿德电子实现销售收入约 3.64 亿元，较去年同期 4.55 亿元下降 20%，净利

润约-711.39 万元，较去年同期 718.94 万元下降 1,430.33 万元，主要原因是： 
1、2019 年运营商均在投资 5G 基站，原运营商在固网终端品类的投资收缩对睿德电子收入

影响较大； 
2、2019 年上半年市场整体订单紧缺，电池电源行业竞价导致销售产品平均单价同比下降； 
3、报告期内，睿德电子针对锤子科技单项计提减值金额约 1,283 万元，从而对净利形成负

影响。 
（三）物联网周界安防业务 
公司目前物联网周界安防业务通过全资子公司中科融通开展，2019 年上半年经营情况如

下： 
2019 年上半年中科融通继续围绕“构建面向多行业的高等级、智能化、立体式安防体系”的

目标，在传统司法、公安、边防等领域业务稳步推进，力争持续扩大市场影响力，其中公司于

2019 年上半年中标云南省巧家县教育信息化建设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PPP）项目（预算金额约

1.83 亿元）。公司坚持研发基础投入，加强相关资质建设，加深与中科院、北交大、北邮等科研

院所的合作交流，并以此为契机，完善内部人才培养机制，促进核心人员能力提升。报告期间，

公司借助物联网、云计算、感知技术等现代科学技术，整合信息资源，对主打产品“睿界”入侵探

测报警系统、“睿鹰”无人机防御以及“睿行”智能巡检机器人进行功能完善和性能优化，并启动外

场测试及产品认证工作，其中“睿行”巡检机器人已开始在监狱、看守所等领域销售，并着手准备

在此基础上推出低配版的通用巡检机器人，用于小区等普通领域的安防巡检。公司紧抓售后服务

环节，通过定期回访、设备点检、系统测试等手段，为客户提供溢价服务，为公司在业界取得了

良好的信用和评价。公司注重企业内部控制建设，邀请外部咨询公司初步构建起公司内控体系并

持续完善。为加强企业内部交流与协作，公司启用线上流程审批，经营管理效率进一步提升。 
2019 年上半年，中科融通实现营业收入约 3,250.49 万元，较去年同期 11,568.66 万元下降

71.90%，实现净利润约-986.40 万元，较去年同期 1,694.62 万元下降 158.21%，主要原因是 2018
年上半年克州 PPP 项目验收额为 7,916.06 万元，2019 年上半年克州 PPP 项目验收额仅 1,560.56
万元，且 2019 年上半年中标的云南巧家县 PPP 项目尚未验收。2019 年上半年人员工资、房租等

支出有所增加，公司对“睿界”入侵探测报警系统、“睿鹰”无人机防御以及“睿行”智能巡检机器人

等新产品的研发工作持续加大力度导致管理费用、研发费用等较去年有大幅增加。 
 
2019 年下半年公司经营计划 
（一）移动智能终端业务 
2019 年下半年为移动智能终端的传统销售旺季，深圳兴飞主要经营规划如下： 
1、依据战略发展和客户需求规划产品发展方向，同时结合 5G 时代到来，规划深圳兴飞的

5G 产品线，并明确产品开发方向和计划； 
2、除去传统手机客户，开始导入新的客户合作资源及电商客户资源，充实客户群体数量和

种类，保障业务客户资源多元化； 
3、针对上半年研发实现的项目，跟进客户订单进度，维护好现有品牌客户订单，保障订单

的落实和及时交付；另外下半年各运营商及终端厂商客户订单逐步释放，除去传统的手机终端产



品，深圳兴飞规划通过收集各运营商和终端客户包含物联网等多元化产品需求，充分利用深圳兴

飞供应链的集成优势和产品整合优势，落实客户订单。 
下半年，东方拓宇将坚持深入拓展物流数据采集智能终端市场，提升市场占有率。同时，以

物流数据采集智能终端为主并开始延伸到物流更多场景产品的研发，如 AI 测体、蓝牙耳机、扫

码指环等，给行业头部企业比如顺丰、德邦、跨越、通达系、京东等提供更多系统化解决方案。 
东方拓宇将继续延续上半年在智能微型投影行业方面良好势头，深化以运营商渠道和品牌客

户 ODM 的销售模式，布局 1080P、720P、480P 高中低三个档位投影终端产品，同时拓宽应用场

景，加强与内容商的合作，比如视频巨头爱奇艺和优酷，游戏巨头腾讯和盛大，提供从产品到内

容到外设的系统化解决方案，力争发展成为行业领先品牌。 
（二）移动智能终端配套电池电源业务 
2019 年下半年睿德电子继续围绕“电源类产品解决方案专家”的战略定位，坚持通过持续的

研发投入，确保行业技术领先性，稳固并积极开拓与国内中高端电子类行业客户的深入合作。 
睿德电子将实时跟踪市场热点及需求，从而丰富产品线，寻找高利润行业客户，力争在消费

类、安防类、智能家居类国内 TOP 级客户开拓方面取得实质性突破；争取在整机组装项目，在

微形投影、智能扫地机、洗车神机等方面获得重大的销售突破；海外市场方面，重点挖掘东南

亚、俄罗斯、中东、南美市场的合作伙伴。 
睿德电子将通过梳理生产管理规范、优化管理流程，重点提升电源导入质量和批量供应交付

能力，确保产能规模和交付服务质量。 
（三）物联网周界安防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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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客户提供高

质量的一体化防入侵产品和整体解决方案，将重点围绕以下方面展开： 
1、研发及生产方面： 
（1）无人机低空防御和管制系统：确保研发投入，保持在国际无人机防御领域的技术领先

性，并进行小批量生产；加快做好低空管制领域的相关技术储备； 
（2） 第四代周界防护系统开发：确保在长距离带状周界防护系统的研发投入，进一步降低

误报率； 
（3） IOT 物联网平台：为适应大规模传感器云端应用和管控需求，继续对物联网管控平台

研发并升级； 
2、销售方面：建立多处区域办事处，进一步完善全国销售布局，实现以产品和服务为主的

新销售方式的转化，并不断加以优化； 
3、市场拓展方面：与铁路行业在第四代周界防入侵技术上建立联合实验室，开展规模试

验；和公安、机场、油田等相关部门合作推广无人机防御系统；继续开拓安防巡检机器人市场

等。坚持与国内知名企业的合作，积极向行业细分领域拓展，继续开拓海外市场。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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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详见公司 2019 年半年度报告全文“第十节”财务报告之“五”、31 重要会计政策和会计估算的

变更的内容。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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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