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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重要提示
1

本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年度报告全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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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报告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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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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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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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会议。
上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本公司出具了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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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上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2018 年度公司实现归

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55,082,752.14 元。
2018 年度母公司实现净利润 83,178,924.80 元，提取法定盈余公积 15,267,989.26 元，加上
期初未分配利润 50,514,276.95 元，本年度末累计可供股东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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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期公司主要业务简介
（一）主要业务及经营模式
报告期内，公司主营业务主要包括生产和销售 PCB 产品，互联网接入服务，IT 系统集成及解

决方案。报告期内公司主营业务未发生重大变化。公司紧密围绕数字城市建设，以大数据、云计
算、物联网等新兴技术应用能力为支撑，持续驱动产业转型升级，加速提升企业运营效率，深度
融合科技与业务，涵盖电子、通信、软件与信息技术服务等，为数字城市建设提供从顶层设计到
垂直行业软硬件解决方案，打造产业融合新生态。
1、PCB 业务
PCB（印刷电路板）是电子产品的基础元器件，公司 PCB 产品的研发、生产和制造主要由珠海
多层、珠海高密、重庆高密等三个主要生产基地组成。产品主要为生产制造 HDI 板、普通多层板、
系统板、大型背板等产品，并为客户提供 QTA 和 NPI 服务。公司 PCB 客户的行业主要分布在通信
设备、通讯电子、消费电子、汽车电子、工业和医疗等众多领域。公司重视产品品质和客户需求，
集中精力提升技术能力及品牌知名度。2017 年中国电路板行业排名，在陆资 PCB 厂商排名第 5 位。
2、互联网接入服务业务
公司全资子公司方正宽带作为专业的互联网接入服务提供商，以宽带接入服务（包括社区宽
带接入服务和机构宽带接入服务）
、ICT 服务及融合通信服务为主要业务，面向的客户包含个人、
家庭、商户、企事业单位、学校及金融机构等。
社区宽带接入服务是通过光纤等各种传输手段向住宅社区的用户提供将计算机或者其他终端
设备接入互联网的服务，其服务对象为住宅社区的家庭用户，该服务的主要功能是满足家庭的上
网需求。
机构宽带接入服务是通过光纤等各种传输手段向企事业单位提供将计算机或者其他终端设备
接入互联网的服务，其服务对象为企事业单位，该服务除满足客户的普通上网需求外，还能满足
客户在加密通信、特殊目的地访问速度及企业信息化应用等方面对接入带宽的特殊要求。
ICT 服务包括 IDC 及其他增值业务，IDC 服务是公司通过自建或租赁机房，建立标准化的电信
专业级机房环境，为客户提供主机托管服务、运维服务及私有云等方面的服务。其他增值业务是
在原有业务基础上，依托宽带接入服务，为用户提供更加便利的智慧生活服务。
融合通信业务即呼叫中心全产业链外包服务，以客户为中心，为金融、IT、快消品等多行业
企业提供整体呼叫中心外包服务、呼入呼出业务外包服务和智能技术解决方案服务等。
3、IT 系统集成及解决方案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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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全资子公司方正国际以数字城市建设为切入点，运用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和移动互
联网等技术推动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产品智能化迭代升级，融合公安、交通、政务、金融等行业
场景，提供规划咨询、应用软件开发、智能技术服务、信息基础设施建设、数据管理分析等产品
和服务，通过内外部协同合作，整合优势资源，打造生态合作网络。
（二）行业发展情况
1、PCB 行业
PCB 是电子产品的关键电子互连件和各电子零件装载的基板，是电子元器件的支撑体和电气
连接的提供者，也是结合电子、机械、化工材料等众多领域的基础产品，因而被称为“电子系统产
品之母”。在当前云技术、5G 网络建设、大数据、人工智能、共享经济、工业 4.0、物联网等加
速演变的大环境下，PCB 行业将成为整个电子产业链中承上启下的基础力量。
根据美国 Prismark 咨询公司的统计，2018 年全球 PCB 的市场规模为 623.97 亿美元，2023
年全球 PCB 市场规模预测为 747.56 亿美元，年平均复合增长率为 4.0%，其中中国 2018 年 PCB 产
值为 327.02 亿美元，2023 年预计为 405.56 亿美元，年平均复合增长率为 4.8%，高于全球印刷电
路板的增长速度。
2、宽带接入行业
我国宽带接入市场投资规模持续扩大，宽带用户数量稳步增长，截至报告期末，三家基础电
信企业的固定互联网宽带接入用户总数达 4.07 亿户，全年净增 5,884 万户。其中，光纤接入
（FTTH/O）用户 3.68 亿户，占固定互联网宽带接入用户总数的 90.4%，较上年末提高 6.1%。宽带
用户持续向高速率迁移，100Mbps 及以上接入速率的固定互联网宽带接入用户总数达 2.86 亿户，
占固定宽带用户总数的 70.3%，占比较上年末提高 31.4%。
全国农村宽带用户全年净增 2,364 万户，总数达 1.17 亿户，比上年末增长 25.2%，增速较城
市宽带用户高 11.4%；在固定宽带接入用户中占 28.8%，占比较上年末提高 1.9%。
随着我国宽带的普及，互联网行业得到飞速发展，高清视频、教育、医疗、养老、交通出行
等应用得到快速推广，用户也因此对宽带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低延时、高带宽成为新需求。另外，
我国幅员辽阔，各地经济水平不一，宽带网络发展也呈现不平衡的特征，用户主要集中于东部地
区，中西部、农村地区的基础网络设施水平相对较低，未来也具有很强的增长潜力。
3、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
2018 年，我国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发展保持较快水平增长，完成收入 6.3 万亿元，同比增
长 14.2%；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性、战略性、先导性行业，近些年来，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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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高质量方向发展步伐加快，结构持续调整优化，新的增长点不断涌现，服务和支撑两个强国建
设能力显著增强，正在成为数字城市发展、智慧社会演进的重要驱动力量。
以大数据、云计算、区块链、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兴技术将推动公安、交通、政务、金融等
行业场景的跨越式发展，是未来 IT 产业发展的新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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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3.1 近 3 年的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本年比上年
2016年
增减(%)
-0.90 10,557,023,793.22
11.81
6,613,713,691.58
不适用
65,528,590.59
不适用
8,648,832.59

2018年

2017年

11,031,437,391.66
5,701,051,765.85
55,082,752.14
-301,400,799.74

11,131,751,965.19
5,098,802,144.03
-822,144,631.66
-850,550,893.44

3,230,598,554.62
640,695,334.13

3,065,307,429.05
-90,542,388.04

5.39
不适用

3,721,857,107.34
515,311,142.43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251

-0.3746

不适用

0.0299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251

-0.3746

0.0299

1.78

-24.08

不适用
增加25.86
个百分点

总资产
营业收入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78

3.2 报告期分季度的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第一季度
（1-3 月份）

第二季度
（4-6 月份）

第三季度
（7-9 月份）

第四季度
（10-12 月份）

1,104,724,487.16

1,087,554,111.39

1,132,298,119.54

2,376,475,047.7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76,267,986.79

-68,703,351.59

-85,826,189.31

285,880,279.8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

-78,835,187.98

-118,241,936.07

-88,306,465.51

-16,017,210.18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55,051,173.23

41,650,035.39

242,729,344.36

511,367,127.61

营业收入

季度数据与已披露定期报告数据差异说明
□适用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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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本及股东情况

4.1 普通股股东和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数量及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 股
截止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232,072
5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末的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236,270

截止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0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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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称）

质押或冻结情
况

报告期内增
减

期末持股数量

0

255,613,016

11.65

0

无

-2,683,779

77,958,903

3.55

0

未知

境内自然人

0

62,529,900

2.85

0

未知

国有法人

张佳华

691,900

14,918,900

0.68

0

未知

境内自然人

林晓芝

2,814,300

14,191,190

0.65

0

未知

境内自然人

0

9,285,450

0.42

0

未知

未知

-163,800

8,964,100

0.41

0

未知

境内自然人

大成基金－农业银行－大
成中证金融资产管理计划

0

6,100,100

0.28

0

未知

未知

南方基金－农业银行－南
方中证金融资产管理计划

0

5,716,600

0.26

0

未知

未知

南充市宝林贸易有限责任
公司

-302,500

5,015,200

0.23

0

未知

未知

北大方正信息产业集团有
限公司
曾远彬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
任公司

广发基金－农业银行－广
发中证金融资产管理计划
彭士学

比例
(%)

持有
有限
售条
件的
股份
数量

股份
状态

股东
性质

数量

0

国有法人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前十名股东中北大方正信息产业集团有限公司与其他股东无关
联关系也不属于《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未知其他股东之间是否有关联关系或属于《上市公司收购管理
办法》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的
说明

无

4.2 公司与控股股东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的方框图
□适用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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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公司与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的方框图
√适用 □不适用

4.4 报告期末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 10 名股东情况
□适用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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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债券情况

□适用 √不适用

三 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1

报告期内主要经营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57.01 亿元，同比增加 11.81%，主要是系统集成、定制开发业

务和云数据系统销售增加所致。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 5,508.28 万元，同比扭亏为盈，
主要原因是：
（1）通过积极开拓新业务、采取业务聚焦策略、持续改善经营管理质量等措施，下
属子公司方正宽带和方正国际整体业绩同比合计减亏约 3 亿元；（2）公司转让全资子公司苏州制
造 100%股权获得收益 2.92 亿元。

2

导致暂停上市的原因

□适用 √不适用
3

面临终止上市的情况和原因

□适用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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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公司对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变更原因及影响的分析说明

√适用□不适用
财政部于 2018 年 6 月 15 日发布了《财政部关于修订印发 2018 年度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
通知》
（财会〔2018〕15 号）
，执行企业会计准则的企业应按照企业会计准则和该通知要求编制 2018
年度及以后期间的财务报表。公司根据财会[2018]15 号准则的相关要求，对财务报表相关科目进
行列报调整，并对可比会计期间的比较数据进行了调整，此项调整不会对公司总资产、净资产及
净利润产生影响。

5

公司对重大会计差错更正原因及影响的分析说明

□适用√不适用

6

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对财务报表合并范围发生变化的，公司应当作出具体说明。

√适用□不适用
报告期内公司转让全资子公司方正科技集团苏州制造有限公司 100%股权，方正科技集团苏州
制造有限公司及其全资子公司苏州方正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不再纳入公司财务报表合并范围。
报告期内公司新设成立 2 家子公司纳入合并范围：河南方正智慧大数据产业有限公司、方正
信息技术(成都)有限公司。

方正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 4 月 2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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