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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重要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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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者应当到证监会指
定媒体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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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年报的董事会会议
未亲自出席董事姓名

未亲自出席董事职务

未亲自出席会议原因

被委托人姓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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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计划不派发现金红利，不送红股，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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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邑股份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300504

股票代码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刘雄

杨杰

办公地址

四川省大邑县晋原镇雪山大道一段 198 号 四川省大邑县晋原镇雪山大道一段 198 号

电话

028-88208089

028-88208089

电子信箱

tykh@tianyisc.com

tykh@tianyisc.com

2、主要财务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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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13,695,601.47

1,456,385,148.70

-16.6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86,310,225.06

84,910,137.16

1.6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后的净利润（元）

78,887,229.66

82,417,457.46

-4.28%

营业收入（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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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531,887.41

-350,779,135.56

-93.29%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3228

0.3629

-11.05%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3228

0.3629

-11.05%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4.82%

6.59%

-1.77%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
减

上年度末

总资产（元）

2,363,312,371.95

2,950,399,671.91

-19.9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1,788,881,079.11

1,756,059,527.22

1.87%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35,596

报告期末股东总数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
股股东总数（如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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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川天邑集团有
境内非国有法人
限公司

31.33%

83,775,060

83,775,060

李世宏

境内自然人

10.46%

27,974,700

27,974,700

李俊霞

境内自然人

9.40%

25,125,120

25,125,120

李俊画

境内自然人

9.40%

25,125,120

25,125,120

成都国衡弘邑投
资合伙企业（有 境内非国有法人
限合伙）

5.76%

15,390,000

0

成都欣邑投资合
伙企业（有限合 境内非国有法人
伙）

1.67%

4,462,500

0

成都天盛投资合
伙企业（有限合 境内非国有法人
伙）

1.57%

4,205,800

0

成都仁祥企业管
理中心（有限合 境内非国有法人
伙）

1.22%

3,272,400

3,272,400

成都康强企业管
理中心（有限合 境内非国有法人
伙）

1.08%

2,883,600

2,883,600

深圳市鼎恒瑞智
投资企业（有限 境内非国有法人
合伙）

1.02%

2,725,936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
说明

4、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控股股东未发生变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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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份状态

数量

上述股东中李世宏、李俊霞、李俊画为四川天邑集团有限公司股东，李世宏、李俊霞、
李俊画为一致行动人。

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参与融资融券
无
业务股东情况说明（如有）

控股股东报告期内变更

质押或冻结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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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控制人报告期内变更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更。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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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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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在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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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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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立足于光通信产业和移动通信产业，专业从事宽带网络终端设备、通信网络物理连接与保护设备、移动通信网络优
化系统设备等的研发、生产、销售和服务。公司产品和服务广泛运用于通信网络中的接入网系统，主要服务于通信运营商等
大型集团公司；针对国际市场，目前产品已出口至欧洲、非洲、亚洲等多个国家和地区。
公司主营业务归属于通信设备制造行业。通信设备制造行业属于充分竞争的行业，市场化程度较高，公司的经营情况主
要受通信运营商固定资产的投资额度、投资重点和通信技术的发展以及用户需求的变化影响。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121,369.56万元，较上年同期降低16.66%；受原材料价格回落的影响，公司2019年上半年综合毛利率逐步回升至19.15%，较
上年同期上升1.49个百分比；实现净利润8,631.02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1.65%。公司因2018年3月首发上市增加了股本、净
资产原因，每股收益、净资产收益率较去年同期有所下降。
通信技术的日新月异，一方面使通信行业产品有了持续不断的升级需求；另一方面，也迫使行业内企业必须及时掌握技
术的最新进展，适应客户需求的变化，加大研发与资金投入，推出新产品，保持在市场竞争中的领先地位。报告期内，公司
宽带网络终端产品根据国内国际运营商客户的定制化需求，国内10G PON产品成为中国电信2019年千兆网关集中采购项目中
标人之一；国际市场也实现零的突破，完成尼泊尔、印度、巴西等多家运营商客户的产品定制化研发并且逐步实现订单销售。
报告期内，公司研发团队在原有产品的基础上，加强研发团队建设，加快技术研发和产品布局，初步完成5G CPE、WiFi6
AP产品研发，并且开始与运营商进行相关的应用技术测试；5G微基站也进入产品研发的中后期，并且在运营商智能家庭组网、
视频终端、智能安防产品等领域进行布局，为公司的稳定发展奠定基础。
报告期，公司提出2018年度利润分配方案为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2.00元，发放现金红利5,348.16万元，该利
润分配方案已于2019年5月23日实施。

2、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1）与上一会计期间财务报告相比，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新金融工具准则改变了原准则下金融资产的分类和计量方式，将金融资产分为三类：按摊余成本计量、按公允价值计量
且其变动计入其他综合收益、按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本公司考虑金融资产的合同现金流量特征和自身管理
金融资产的业务模式进行上述分类。权益类投资需按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但对非交易性权益类投资，在初
始确认时可选择按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其他综合收益，该等金融资产终止确认时累计利得或损失从其他综合收益转入
留存收益，不计入当期损益。
新金融工具准则将金融资产减值计量由原准则下的“已发生损失模型”改为“预期信用损失模型”，适用于以摊余成本
计量的金融资产、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其他综合收益的债务工具投资、租赁应收款及财务担保合同。
本公司按照新金融工具准则的相关规定，对比较期间财务报表不予调整，首次执行日执行新准则与原准则的差异追溯调
整本报告期期初留存收益或其他综合收益。调整情况详见本附注三(四十七)3、4、5之说明。
2019年新修订的财务报表格式除新金融工具准则的修订对报表项目的影响外，补充“研发费用”核算范围，明确“研发
费用”项目还包括计入管理费用的自行开发无形资产的摊销；“营业外收入”和“营业外支出”项目中删除债务重组利得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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损失。
本公司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第30号——财务报表列报》等相关规定，对此项会计政策变更采用追溯调整法，可比期间财
务报表已重新表述，受重要影响的报表项目和金额如下：
受重要影响的报表项目
合并报表影响金额
母公司报表影响金额
-42,118,790.33
-42,118,790.33
管理费用
42,118,790.33
42,118,790.33
研发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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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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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上一会计期间财务报告相比，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更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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