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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881                           证券简称：美格智能                           公告编号：2018-056 

美格智能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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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格智能 股票代码 002881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姓名 黄敏 

办公地址 深圳市宝安区福永街道凤凰第四工业区岭下路 5 号 A 幢、B 幢第一、二层、第三层 A 

电话 0755-61163666 

电子信箱 forge@meigsmart.com 

2、主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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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营业收入（元） 284,721,496.22 248,131,551.17 14.7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18,177,591.34 16,777,531.30 8.3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的净利润（元） 
10,524,046.95 14,589,548.54 -27.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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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27,699,666.35 13,852,648.41 99.96%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0 0.12 -16.67%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0 0.12 -16.67%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3.62% 7.09% -3.47%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

减 

总资产（元） 829,190,130.72 815,281,078.52 1.7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500,704,511.61 493,180,540.81 1.53%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19,2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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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王平 境内自然人 43.44% 78,771,200 7,871,200 质押 17,000,000 

深圳市兆格投

资企业(有限合

伙) 

境内非国有法

人 
13.57% 24,616,000 24,616,000   

王成 境内自然人 10.86% 19,692,800 19,692,800 质押 9,350,000 

深圳市凤凰山

文化旅游投资

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7.12% 12,920,000 12,920,000   

云南国际信托

有限公司－云

霞 3 期证券投

资集合资金信

托计划 

其他 0.54% 976,320 0   

曾泓斌 境内自然人 0.32% 587,560 0   

陕西省国际信

托股份有限公

司－陕国投·金

元宝 68 号证券

投资集合资金

信托计划 

其他 0.26% 466,230 0   

朱小超 境内自然人 0.22% 402,730 0   

曾德利 境内自然人 0.20% 362,796 0   

陈斌 境内自然人 0.18% 330,000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

的说明 

王平与王成是兄弟关系；王平是兆格投资的普通合伙人；王成是兆格投资的有限合伙人；

除此之外，公司未知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关系。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

明（如有） 
无 

4、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控股股东报告期内变更 

□ 适用 √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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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报告期控股股东未发生变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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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期内，公司所处的4G技术行业应用领域继续保持高速发展态势，4G技术在物联网行业中开展全面和深度应用，市

场需求进一步扩大。精密组件行业受智能手机市场增长放缓及终端品牌客户的因素影响，行业发展放缓。 

    报告期内，公司对外加大产品和技术推广力度，对内持续提升运营效率和经营质量，2018年上半年的经营成果较为稳健。

2018年上半年实现收入28,472.15万元，比上年同期增加3,658.99万元，同期增长比为14.75%。实现归属于母公司净利润

1,817.76万元，比上年同期增加140.01万元，同期增长比为8.34%。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净利润1,052.40万

元，比上年同期减少406.55万元，同期下降比为27.87%。 

    报告期内，公司4G技术行业应用业务实现收入14,634.48万元，比上年同期增加6,567.38万元，同期增长比为81.41%。其

中，公司自有品牌4G通信模组及终端业务实现收入11,095.33万元，比上年同期增加8,315.94万元，同期增长比为299.20%。

4G技术开发业务实现收入3,539.15万元，比上年同期下降1,748.56万元，同期下降比为33.07%。精密组件业务实现收入

12,110.12万元，比上年同期减少4,432.39万元，同期下降比为26.79%。 

从收入占比来看，去年同期4G技术行业应用业务收入占比为32.51%，报告期内收入占比为51.40%；精密组件业务去年

同期的收入占比为66.67%，报告期内收入占比为42.53%。4G技术行业应用的收入占比不断提升，而精密组件业务的收入占

比逐步下降。从毛利率角度分析，4G技术行业应用中，4G模组及终端的毛利率去年同期为19.84%，报告期内为19.17%，毛

利率保持基本稳定；技术开发业务毛利率去年同期为49.92%，报告期内为56.90%，毛利率继续保持较高水平。精密结构件

业务毛利率去年同期为18.37%，报告期内为12.64%，呈现下降的趋势。 

     公司自有品牌通信模组业务持续保持高速增长，主要原因如下：1、4G技术开始在物联网行业中快速取代2G\3G技术，

4G解决方案和产品的市场需求量增大；2、公司执行“通信模组标准化、智能模组定制化”的产品策略，产品在技术性和实用

性上贴近市场和客户需求，订单量增长迅速。公司技术开发业务和精密组件业务则受到客户需求放缓的影响，收入有所下降。

公司整体业务仍呈现良性发展态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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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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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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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与上一会计期间财务报告相比，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报告期内公司在上海新设全资子公司上海众格，详见《关于在上海设立全资子公司并注销上海分公司的公告》（公告编号

2018-006）及《关于子公司注册成立的公告》（公告编号2018-012）。上海众格于2018年3月23日取得了营业执照，在本报

告期内纳入合并报表范围。 

 

 

 

 

 

 

美格智能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王平 

                                                                              2018年8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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