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华讯方舟科技有限公司公司债券2017年跟踪评级报告

跟踪评级时间：2017年7月21日

主要财务数据：

项目 2015年 2016年 17年3月

资产总额（亿元） 132.08 160.48 180.43

所有者权益（亿元） 28.59 57.37 58.54

长期债务（亿元） 13.41 34.17 38.72

全部债务（亿元） 47.58 78.53 90.69

营业收入（亿元） 68.46 70.19 9.45

净利润（亿元） 4.73 21.75 1.41

EBITDA（亿元） 12.69 29.51 --

经营性净现金流（亿元） -5.88 1.14 -1.57

营业利润率（%） 23.36 29.05 29.79

净资产收益率（%） 18.83 50.61 --

资产负债率（%） 78.35 64.25 67.56

全部债务资本化比率（%） 62.46 57.79 60.77

流动比率（倍） 1.18 1.95 1.84

EBITDA全部债务比（倍） 0.27 0.38 --

EBITDA利息倍数（倍） 3.95 7.78 --

EBITDA/待偿本金合计（倍） 4.23 9.84 --

注：1、本报告中部分合计数与各相加数之和在尾数上存在差异系四舍五入造成；除特别说明外，均指人民币。 2、2017年

一季度财务数据未经审计，相关财务指标未年化。 3、EBITDA/待偿本金合计=EBITDA/本报告所跟踪债项合计待偿本金。

评级观点

跟踪期内，华讯方舟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华讯方舟” ）作为通信行业的高新技术企业，公司所在卫星通

信设备制造和军工行业发展形势良好，军工板块在研项目较多，在建项目对公司未来业绩有提升有较大帮助，公司各板块盈

利能力均有所提高。 同时，联合信用评级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联合评级” ）也关注到公司对上下游企业依赖度较大，面临较

大的汇率波动风险，微波通讯产品账期长，在建项目资本支出规模大，有息债务存在一定集中还款压力等因素可能对公司信

用状况产生的不利影响。

未来随着公司在建项目达产、军工在研项目逐步投产，公司行业竞争力不断增强，收入规模和盈利能力有望保持良好。

综上，联合评级维持公司主体长期信用等级为“AA” ，评级展望为“稳定” ；同时维持“17华讯01” 债项信用等级为

“AA” 。

优势

1．公司所在卫星通信地面设备制造和军工行业发展形势良好，未来市场空间大。

2．公司军工板块在研项目较多，未来产品竞争力将进一步提升。

3．未来随着公司中国天谷项目建成，公司生产能力有望得到大幅提升，进一步推进公司经营业绩增加。

4．公司业务主要板块毛利率均有所提高，公司盈利能力有所增强。

关注

1．公司微波通讯业务的采购与销售方面的供应商和客户集中度高、军工业务客户集中度较高，经营业绩受上下游企业

经营情况影响较大。

2．公司微波通讯产品主要销售区域是国际市场，主要产品采购来自于进口，销售和采购结算的缺口部分面临一定汇率

波动风险。

3．公司微波通讯产品销售账期长，应收账款规模大，收入质量有待提高。

4．公司在建项目尚需投资额较大，未来面临较大的资本支出压力；公司有息债务存在一定集中偿付压力；2016年，公司

投资收益对利润贡献较大，但因投资收益属于非经常性损益，所以后续对利润的影响存在不确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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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用评级报告声明

除因本次跟踪评级事项联合信用评级有限公司（联合评级）与评级对象构成委托关系外，联合评级、评级人员与评级对

象不存在任何影响评级行为独立、客观、公正的关联关系。

联合评级与评级人员履行了尽职调查和诚信义务，有充分理由保证所出具的跟踪评级报告遵循了真实、客观、公正的原

则。

本跟踪评级报告的评级结论是联合评级依据合理的内部信用评级标准和程序做出的独立判断，未因评级对象和其他任

何组织或个人的不当影响改变评级意见。 本评级报告所依据的评级方法在公司网站公开披露。

本跟踪评级报告用于相关决策参考，并非是某种决策的结论、建议等。

本跟踪评级报告中引用的评级对象相关资料主要由评级对象提供，联合评级对所依据的文件资料内容的真实性、准确

性、完整性进行了必要的核查和验证，但联合评级的核查和验证不能替代评级对象及其它机构对其提供的资料所应承担的

相应法律责任。

本跟踪评级报告自出具之日起至本次（期）债券到期兑付日有效；本次（期）债券存续期间，联合评级将持续开展跟踪

评级，根据跟踪评级的结论，在存续期内评级对象的信用等级有可能发生变化。

分析师：

联合信用评级有限公司

一、主体概况

华讯方舟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华讯方舟” ）前身为深圳市华讯方舟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深圳华

讯” ），系2007年8月由宋伟、吴光胜、项俊晖出资设立，初始注册资本100.00万元。 后经过多次股权转让和增资扩股，2016年5

月31日，公司变更为现用名。 截至2017年3月底，公司注册资本4.00亿元，其中吴光胜持有公司39.98%的股权，是公司的控股股

东。 公司实际控制人为吴光胜。

图1� �截至2016年底公司股权结构图

资料来源：公司提供

截至2016年底，公司组织结构与经营范围未发生变化，公司在职员工1,249人。

截至2016年底，公司合并资产总额160.48亿元，负债总额103.12亿元，所有者权益（含少数股东权益）57.37亿元，其中归

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49.86亿元。 2016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70.19亿元，净利润（含少数股东损益）21.75亿元，归属于母公

司所有者的净利润20.65亿元；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1.14亿元，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8.02亿元。

截至2017年3月底，公司合并资产总额180.43亿元，负债总额121.90亿元，所有者权益（含少数股东权益）58.54亿元，其中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50.99亿元。 2017年1~3月，公司实现营业收入9.45亿元，净利润（含少数股东损益）1.41亿元，归属于

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1.32亿元；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1.57亿元，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1.05亿元。

注册地址：深圳市宝安区西乡宝田一路臣田工业区第37栋1楼及2楼靠西；法定代表人：吴光胜。

二、债券发行情况及募集资金用途

华讯方舟科技有限公司2017年面向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第一期）（以下简称“本期债券” ）为无担保债券。

2017年4月10日，经中国证监会“监证（许可）[2017]479号文”核准，公司获准发行面值不超过15亿元的公司债券，采用分期发

行方式。 公司本期债券于2017年5月25日发行结束，实际发行规模为人民币3亿元，债券期限为3年，附第2年末公司调整票面

利率选择权及投资者回购选择权，最终票面利率为7.00%，债券代码为“112527.SZ” ，债券简称为“17华讯01” 。 “17华讯01”

于2017年7月4日在深圳交易所上市。本期公司债券起息日为2017年5月25日。本期债券募集资金扣除发行费用后全部用于补

充流动资金。

截至本报告出具日，本期债券尚未到达第一个付息年度。

三、行业分析

公司主营业务主要是卫星通信设备制造板块和军工通信板块，涉及卫星通信应用产业中的地面设备制造环节和军工通

信行业。

1．卫星通信地面设备制造

卫星通信是指利用卫星作为中继站转发无线电磁波，以此来实现两个或多个地球站之间或地球站与航天器之间通信的

一种通信方式。 根据美国卫星工业协会（SIA）发布的2016年《全球卫星产业状况报告》显示，2015年，全球卫星产业市场规

模达到2,083亿美元，比2014年的1,773亿美元增长17.48%。 卫星通信服务业作为卫星产业最大的子产业，2015年市场规模达

到1,274亿美元。 其中，消费类服务（卫星电视、卫星音频、卫星广播）仍是卫星服务主要构成部分，达到1,043亿美元，占比超

过81%；卫星电视的市场规模达到978亿美元，同比增长3%，占卫星服务业收入的77%和大众消费收入的94%；卫星音频广播收

入为46亿美元，同比增长9%；卫星音频广播用户在2015年增长了8%，达到2,960万人；卫星宽带收入为19亿美元，同比增长

10%，用户数增长到约180万人。

中国在航天卫星领域坚持自主创新发展路径，取得一系列成果。 从在轨卫星数量看，中国位居全球第二位，仅次于美

国。 在通信广播卫星领域，我国已经形成业务涉及固定、中继和直播，通信频段覆盖S、C、Ku、Ka等不同频段的通信卫星系

列，成为国际上少数几个能够独立研制大容量通信卫星的国家，为卫星通信服务业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目前，中国卫星及应

用产业总体规模已经超过1,000亿元，根据《中国制造2025》规划，至2020年中国卫星应用产业产值预计达5,000亿元，至2025

年预计超过1万亿元，产业发展空间有待进一步拓展。

行业上游方面，卫星设备制造行业采购的原材料主要为半导体器件（主要是晶体管和芯片），行业上游是半导体行业，

卫星设备制造行业对芯片要求较高，一般国内芯片制造商生产技术无法达到要求，主要从国外芯片制造商进行采购，对国外

供应商依赖大。

行业竞争方面，由于卫星通信行业较高的技术壁垒和市场准入壁垒，目前国内VSAT系统和动中通市场主要被国外公司

占领，例如以色列吉来特Gilat、美国休斯网络系统公司、美国iDirect科技公司、美国卫讯公司Viasat等。 而国内企业数量较多，

大多数更侧重于做天线等关键部件或系统集成，主要包括中国卫星、中电54所、海格通信、华讯方舟等企业，并没有形成垄断

性的企业。

行业关注方面，卫星通信产业受国家政策和国外市场准入准则影响较大，一旦政策有变，许多卫星通信设备制造商将面

临较大的政策风险。 卫星通信设备关键技术攻关难度大，投资前景不确定，卫星通信关键设备国产率不高，国外掌握了核心

技术，攻破卫星通信设备核心技术需要前期巨大的投资，且可能遇到重大技术困难导致进度落后于计划甚至研发失败，投资

能否获得充足回报存在很大不确定性。

行业未来发展方面，卫星通信从网络系统和卫星平台两个方面开始宽带化。 宽带卫星通信系统主要有两个发展阶段：第

一阶段是运行于传统C、Ku频段和通用卫星的VSAT网络； 第二阶段是主要运行于Ka频段和专用卫星的HTS（High�

Throughput� Satellites，高通量卫星系统）。全球卫星通信系统正处于从第一阶段向第二阶段过渡的变革时期。高通量卫星有效

降低卫星宽带费率，有望加速卫星宽带普及。据Euroconsult预测，到2023年，HTS将在宽带消费人群、商用船舶海事通信、3G基

站回传、客机与公务机载宽带等方面实现突破。 此外，考虑到电视网与宽带网的融合，高通量卫星有望从宽带服务扩展至高

清电视直播领域，进一步扩大市场空间。

总体看，全球卫星通信服务业市场规模较大，呈稳步增长态势；我国在航天卫星领域技术能力强，为卫星应用产业发展

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卫星应用产业市场空间大，未来会呈高速发展态势；卫星设备制造业上游技术壁垒高，上游原材料对外

依存度大；未来，全球卫星通信行业会向高通量卫星系统方向发展。

2．军工通信行业

当前国际环境和地缘政治日益复杂，我国周边地区还存在诸多威胁国家安全等不良因素的影响。 为了维护国家主权、安

全和发展利益，适应中国特色军事变革的需要，近几年我国的国防费预算保持较快的增长速度，2016年我国国防预算支出为

9,563.45亿元，同比增长7.6%；2017年，我国财政部拟安排国防预算支出10,443.97亿元，比上年执行数增长7%，但在GDP中的

占比仅为1.3%左右。 要建设与中国国际地位相称的军事实力，中国军费支出仍将保持较快增长速度。

作为军事工业的重要分支，军事通信是军事体系对抗的重要工具。 从国际视野来看，美国军事通信工业能力极强，已建

成全球最先进的C4ISR（军事指挥控制通信专网）通讯系统，能满足美国军方各种通信的需求；受技术进步和正在转型的军

事条令驱动影响，欧洲军事通信工业得以迅猛增长，包括软件无线电台、数据链、班级电台、用于近距离支援的空—地链路和

卫星通信等领域；俄、日、印等周边国家以及欧洲诸国也结合各自国情和军情，加快电子信息装备的发展。 相比之下，我国军

队信息化程度仍然较为落后。我国C4ISR尚处于起步阶段，距离全链条产品普遍成熟还有较大差距。由于有国际先进技术作

为参考，我国C4ISR的高速发展期比美国要短，预计未来将有3~5年的25%以上增速的高速增长阶段。

总体看，我国国防支出将保持快速增长，同时由于我国军队信息化程度落后，预计我国军事通信市场会进入高速发展

期。

四、公司管理

2016年，公司高管团队基本稳定，相关管理制度延续以往模式。

五、经营分析

1．经营概况

2016年，公司主要业务板块较上年无重大变化，公司实现营业收入70.19亿元，较上年增长2.52%，主要系军工产品和超高

频产品收入增长所致；公司实现营业利润24.56亿元，较上年大幅增长，主要系处置深圳市华讯方舟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华讯投资” ）51%股权取得的投资收益大幅增长以及所致公司主营业务毛利率提高。

从公司主营业务收入构成来看，超高频产品依然是公司主要收入来源，2016年公司超高频业务实现收入47.58亿元，较上

年增长11.14%；占当年主营业务收入的68.01%，公司超高频收入全部来自于国外。 公司军工产品实现收入15.75亿元，占当年

主营业务收入的22.52%，占比较上年有所增长，主要系公司研发新产品投入销售以及部分IT设备销售款跨期确认所致。 公司

其他通信类产品实现收入6.15亿元，占当年营业收入的8.78%，占比有所下降，主要系公司调整业务发展思路所致。 公司向赵

梓雄先生转让公司持有的吉林市吉研高科技纤维有限责任公司60%股权，2017年起公司不再从事化纤制造业务。

毛利率变化方面，2016年，公司综合毛利率为29.27%，整体毛利率较上年有所提高，各主要板块毛利率均有所提高。 分业

务来看，2016年，公司军工产品毛利率为26.52%，较上年提高6.69个百分点，主要系当年毛利较高的新产品收入占比提高所致；公

司超高频产品实现毛利率27.31%，同比上升3.89个百分点，主要系公司QUATTRO和TWIN产品销售价格增长所致；公司其他通

信产品实现毛利率51.56%，较上年增长21.23个百分点，主要系当年实现销售的项目毛利较高所致；详细情况参见下表。

表12015~2016年公司主营业务收入及毛利率情况（单位：万元，%）

板块

2015年 2016年

收入 占比 毛利率 收入 占比 毛利率

军工产品 95,373.84 14.02 19.83 157,528.54 22.52 26.52

超高频产品 428,127.80 62.92 23.42 475,810.08 68.01 27.31

其他通信产品 133,715.80 19.65 30.32 61,451.82 8.78 51.56

纤维制造 23,027.66 3.38 1.62 2,489.49 0.36 38.77

其他 200.80 0.03 69.55 2,370.31 0.34 17.23

合计 680,445.89 100.00 23.55 699,650.24 100.00 29.27

资料来源：公司审计报告

2017年1~3月，公司实现营业收入9.45亿元，实现净利润1.41亿元。

总体看，超高频产品仍为公司第一收入来源，军工产品板块和超高频产品板块收入均有所增长，各主要板块毛利率水平

均有不同程度的提高，公司业务发展形势良好。

2．微波通讯业务

2016年，公司微波通讯业务仍为AirMobi系列

1

超高频无线通信系统（Microwave� Down� Converter，简称“MDC” ）的研

发、设计、生产和销售业务。

1

“AirMobi” 为公司自主品牌。

（1）生产情况

2016年，公司微波通讯业务MDC产品主要包括OCTO、QUAD、QUATTRO、SINGLE和TWIN五种类别；公司产能未发

生变化，如果公司竺桥产业园相关生产装备全部用于MDC生产，MDC产能约为每年240万台；公司仍采取以销定产的方式。

2016年，公司产量小幅下降，由上年的179.96万台下降至178.75万台，主要系客户订单波动影响所致。 受下游市场客户需

求变化影响，2016年公司所生产产品结构有所变化，QUATTRO和SINGLE类产品产量有所下降，占比亦有所下降；TWIN类

产品产量大幅增长，由上年的2.83万台大幅增长至34.26万台，占比由上年的1.57%增长至19.17%。

表22015~2016年公司MDC产品生产情况（单位：万台、%）

类别

2015年 2016年

产量 占比 产量 占比

OCTO 0.10 0.06 0.85 0.47

QUATTRO 20.85 11.58 4.34 2.43

QUAD 2.72 1.51 4.13 2.31

SINGLE 153.47 85.28 135.17 75.62

TWIN 2.83 1.57 34.26 19.17

总计 179.96 100 178.75 100

资料来源：公司提供

总体看，随着市场需求波动，2016年MDC产量小幅下降；产品生产结构有所变化，TWIN类产品产量大幅增长。

（2）采购情况

MDC产品核心零部件为芯片，公司对外采购芯片后，再根据核心专利技术对芯片进行设计封装。 芯片的采购由公司本

部统一采购，普通零配件采购由湖北华讯有限责任公司负责。 2016年，芯片仍为公司主要原材料，通常芯片均从国外进口，以

美元计价。由于生产产品结构有所变化，2016年芯片采购型号有所变化；从芯片价格来看，同种型号芯片价格基本稳定。具体

情况如下表所示。

表3� � 2015~2016年公司芯片采购情况（单位：片、美元/片）

异质结场效应晶体管（芯片）规格型号

2015年 2016年

采购量 单价 采购量 单价

R21Q5CK351351 1,630,000 72.00 -- --

R21Q5CK551151 1,740,000 62.00 240,000 62.00

SS1U22H3000 510,000 195.00 -- --

ST1Q20191AO 690,000 107.00 -- --

SF1Q21200DE 2,235,000 63.00 157,5000 63.00

SF1Q21350CE 3,530,000 74.00 390,000 74.00

HCKRF75X1S3JC -- -- 3,930,000 62.50

资料来源：公司提供

2016年，公司原料总采购金额和海外采购金额均有所下降，主要系2015年公司大量从海外采购定制化芯片，定制化芯片

仍有较大库存所致。公司国内采购结算方式仍为月结，账期30天；国外采购结算方式仍为预付10%，货到付尾款，账期90天，国

外采购账期相对较长。

表4� � 2015~2016年公司采购区域分布情况（单位：万元、%）

类别

2015年 2016年

金额 占全年采购比例 金额 占全年采购比例

国内采购 304.52 0.06 185.60 0.07

国外采购 537,991.61 99.94 277,542.71 99.93

合计 538,296.13 100.00 277,728.31 100.00

资料来源：公司提供

采购集中度方面，受全球高质量微波通信产品芯片生产商较少影响，公司供应商采购集中度较高，受芯片供应商经营状

况或销售策略影响较大。 2016年，公司供应商前5位采购集中度为100.00%，但集中度很高。

表5� � 2016年公司超高频采购供应商前五名情况（单位：万元、%）

序号 供应商 金额 占比

1 SUPER�ELECTRIC�MOTOR�LIMITED 264,567.05 95.26

2 TOPTECH�CORP 12,975.66 4.67

3 四会市大业有色金属有限公司 114.85 0.04

4 东莞市胜科塑胶原料有限公司 35.50 0.01

5 厦门兴惠达进出口有限公司 18.27 0.01

合计 -- 277,711.33 99.99

资料来源：公司提供

总体看，芯片为公司主要采购原材料，受芯片供应限制，公司国外采购占比较高；供应商集中度较高，公司生产成本受芯

片供应商经营状况或销售策略影响较大。

（3）销售情况

2016年，公司MDC产品的主要需求方仍为全球五大卫星通讯运营商，基于前期公司进入相关行业时间不长，客户基础薄

弱，公司的销售业务主要仍由Hybrid� Quantum� Enterprise� Co.,Ltd.（简称“HQ” ）代理，公司与HQ的合作方式未发生重大变

化，仍以美元进行结算。 公司与HQ的结算方式仍为：签订订单后收取5%预付款，货到90天内收取95%尾款，尾款账期一般为

120~180天。由于公司销售存在代理环节，销售流程较长，导致账期较长，存在较大的资金占用压力。公司MDC产品全部销往

国外，面临一定汇波动风险。

2016年，受下游客户订单波动影响，公司销售量小幅下降，但受益于销售TWIN类高价值产品占比大影响，公司TWIN产

品销售价格大幅增长，公司销售额仍小幅增长。按产品分，公司SINGLE类产品销售量最高，2016年销售135.17万台，占当年总

销量的75.62%，占总销售额的49.79%；TWIN类销量大幅增长至34.26万台，占当年总销量的19.17%，占总销售额的41.48%。

表6� � 2015~2016年公司MDC产品销售情况（单位：万台、美元/台、万美元）

年份 产品类别 销量 单价 总价

2015年

OCTO 0.10 258 26.32

QUAD 20.85 1,098 22,892.86

QUATTRO 2.72 498 1,353.36

SINGLE 153.47 256 39,287.07

TWIN 2.83 488 1,380.55

总计 179.96 -- 64,940.16

2016年

OCTO 0.85 493 420.78

QUATTRO 4.34 803 3,489.59

QUAD 4.13 513 2,117.11

SINGLE 135.17 254 34,382.22

TWIN 34.26 836 28,648.36

总计 178.75 -- 69,058.07

资料来源：公司提供

2016年公司进一步扩展客户范围，新增部分超高频客户，客户集中度较上年有所下降，公司与新增超高频客户的结算方

式基本与HQ相似；公司主要销售客户均为国际大型卫星通讯运营商，其中客户一和客户二作为主要客户，其销售额分别占

总销售额的43.69%和14.95%，公司客户集中度较高，产品销售状况对大型卫星运营商依赖性较高，具体情况如下表所示。

表7� �不考虑HQ代理情况公司2016年客户前五名情况（单位：万元、%）

序号 客户 销售金额 占比

1 客户一 306,671.55 43.69

2 客户二 104,952.94 14.95

3 客户三 64,470.21 9.19

4 客户四 37,906.44 5.40

5 客户五 37,876.16 5.40

合计 -- 551,877.30 78.63

资料来源：公司提供

总体看，受益于销售产品结构调整，公司微波通讯业务销售额有所增长；公司产品主要通过HQ进行代理销售，对国际大

型卫星运营商依赖性较高，同时产品结算特征导致公司存在一定汇率风险和资金占用压力。

3．军工业务

2016年，公司军工核心业务仍为军事通讯、特种飞行器、制导武器、雷达、情报侦察等，公司生产经营模式未发生重大变

化。 公司的主要产品包括智能自组网通信系统、信息安全系统、电磁信息系统、模块化产品、特种供电产品等，2016年公司逐

步拓展传真信息、军工仿真软件、精确制导平台、特种无人机等新的产品体系。

2016年，公司加大研发投入力度，军工板块研发投入金额为0.68亿元，较上年大幅增长483.98%，新申请发明专利与实用

新型专利、软件著作权52项。 公司在全彩增强现实（AR）头载显示设备、显控数采及遥测无线数传、热核聚变大功率脉冲电

流源技术、 新能源冷链车温度远程监控系统、 通过单板实现384个通道的天线相位控制技术、 高清图传和数据链系统、

HighLine-E6型便携式固定翼电动无人机等多项新技术有所突破。 公司在研导引头项目、光电吊舱项目、小型无人多功能武

装机器人、消防无人车与无人靶车、光学导引头干扰模拟设备、激光模拟交战系统等多个项目。

2016年公司军事及配套通信产品销量为60,366套/台/吨，销售额为9.95亿元，较上年大幅增长218.99%，主要系公司持续

加大新产品的开发力度，当年新研发的产品陆续定型、列装许多前期空白领域市场；公司IT设备业务销量为108,040套/台/

吨，销售额为5.80亿元，较上年大幅增长79.95%，主要系2015年末IT业务发货时出现偏差，相应收入跨期至2016年上半年确认

所致。公司采取以销定产的生产方式。公司军工业务主要客户为大型军工制造企业，公司军工业务产品前五名客户销售额占

销售总额的80%以上，公司客户集中度很高，受客户需求影响较大。

军方对于某一个型号装备及其配套的采购， 一般是采取独家供应或者由2~3家供应商同时供应， 而且需要供应商提供

5~10年的长期供应和服务，此军品市场特点对公司销售稳定性提供了较强保障。

销售结算方面，公司与客户签订购货合同后，客户向公司支付10%的预付款后公司安排采购及生产任务，客户收到全部

货物并验收合格后3~10个月之间向公司支付合同尾款。

总体看，公司军工板块业务规模大幅增长，主要销售客户均为大型军工企业或单位，公司客户集中度高，对大客户依赖

性较强，但现阶段军品市场采购特点对公司销售稳定性提供了较强保障。

4．其他通信产品业务

公司其他通信产品业务包括手机业务、校园网业务和城域网业务。 2016年，公司转变经营思路，将主要资源倾向于卫星

通信和军工业务。对于其他通信产品业务，以MBO

2

方式为发展方向，由控股转为持股，实现辅业资本化。 2016年，公司其他通

信产品业务板块收入为6.15亿元，收入规模大幅下滑。

2

MBO即“管理者收购” 的缩写

总体看，随着公司经营思路转变，公司对该板块投入降低，营业收入大幅下降。

5．在建项目

截至2017年3月底，公司在建项目仍为“中国天谷”湖北项目和深圳项目（以下简称“湖北天谷” 和“深圳天谷” ）。 湖北

项目达产后预计公司年产能可达240万台MDC；公司深圳天谷是公司与深圳市新安实业有限公司合作开发的“卫星科技城

综合体” ，定位于公司运营总部和卫星通讯产业高科技产业链群，项目开发建设用地32,634.5平方米，规划建筑面积227,640

平方米，其中产业研发用房177,200平方米。

湖北中国天谷项目（一期）计划总投资13.00亿元，截至2017年3月底完成投资1.26亿元；深圳中国天谷计划总投资30.00

亿元，截至2017年3月底完成投资9.73亿元；公司未来仍存在较大的资金压力。

表8� �截至2017年3月底公司中国天谷项目建设情况（单位：亿元）

项目名称 总投资

资金筹措方案

资金落实情况

截至2017年3

月底完成投

资

2017年预计投

资

2018年预计投

资

贷款 自筹

湖北中国天谷（一期） 13.00 8.00 5.00 1.5亿元资金就位 1.26 2.77 3.00

深圳中国天谷 30.00 20.00 10.00

882万元（贷款）；

82,786万元（自筹）

9.73 15.00 6.00

合计 43.00 28.00 15.00 -- 10.99 17.77 9.00

资料来源：公司提供

总体看，公司两个在建项目投资规模均较大，公司存在一定资金支出压力和融资需求；未来随着相关项目投产，公司产

能有望得到大幅提升。

6．经营关注

（1）公司存在原材料供应商和客户集中度较高的风险

公司微波通讯业务原材料采购对芯片供应商依赖性较高，产品销售通过代理公司集中于少数卫星通讯运营商，军工业

务客户集中度较高，公司在整体产业链中议价能力较弱，整体经营状况受主要供应商及客户经营情况及销售策略影响较大。

（2）产品及原材料多依赖进口，超高频产品全部外销，存在汇率波动风险

公司微波通讯产品主要销往国外，以美元结算，尽管公司芯片采购以美元结算，对冲部分汇率风险，缺口部分仍使公司

面临一定的汇率风险。

（3）销售结算流程较长，对公司形成资金占用

公司主要客户为国外大型卫星通讯运营商，且需通过合作公司代理销售，整体销售流程繁琐，导致收入结算账期较长，

对公司资金形成较大占用；公司军工业务收款期间亦较长，在3~10个月之间支付公司合同尾款。

（4）在建项目资金压力较大

公司中国天谷湖北项目和深圳项目均处于开发过程中，项目开发总投资较大，尚存在较大的资金缺口，对公司融资能力

和项目运作能力提出一定挑战。

7．未来发展

公司未来发展方向主要在于“聚焦主业，强化管理” 。

业务方面，卫星通信、太赫兹技术应用、毫米微芯片将成为公司未来业绩的增长点，公司未来发展方向也集中在这三个

方面。 卫星通信方面，除了卫星通信设备的供应和集成，公司计划向卫星通信提供商和运营商转变，向微波器件的上游扩张；

太赫兹技术应用方面，公司研制的人体安检影像系统已经在深圳海关试用，未来技术参数固定后，将为公司带来新的业绩增

长点；毫米微芯片方面，目前公司已研发出具有颠覆性的毫米波系统集成芯片，已实现在片上传输线、滤波器和天线的融合。

对于其他通讯产品业务，公司将转变经营思路，由控股转为持股，实现辅业资本化，集中力量聚焦主业。

管理方面，公司将逐步取消职等制度，建立公正透明完全的价值薪酬体系。 同时，公司将逐步实现股权激励，逐渐完善管

理体系。

总体看，公司的战略目标明确，如能按照计划实施，将对公司整体综合实力带来较大提升。

六、财务分析

1．财务概况

公司2016年度合并财务报表经亚太（集团）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出具了标准无保留审计意见，2017年

一季度财务数据未经审计。公司执行财政部2014年修订的新版企业会计准则。 2016年公司合并范围新增18家子公司，均为新

设立子公司，减少子公司4家，公司主营业务未发生变更，财务数据可比性强。

截至2016年底，公司合并资产总额160.48亿元，负债总额103.12亿元，所有者权益（含少数股东权益）合计57.37亿元，其

中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49.86亿元。 2016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70.19亿元，净利润（含少数股东损益）21.75亿元，归属于

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20.65亿元；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1.14亿元，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8.02亿元。

截至2017年3月底，公司合并资产总额180.43亿元，负债总额121.90亿元，所有者权益（含少数股东权益）合计58.54亿元，

其中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50.99亿元。 2017年1~3月，公司实现营业收入9.45亿元，净利润（含少数股东损益）1.41亿元，归

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1.32亿元；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1.57亿元，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1.05亿元。

2．资产质量

截至2016年底， 公司资产规模总计160.48亿元， 较年初增长21.51%， 主要系流动资产增长所致； 其中流动资产占比

80.87%，非流动资产占比19.13%。 公司资产构成仍以流动资产为主。

流动资产方面，截至2016年底，公司流动资产总额129.79亿元，较年初增长24.64%，主要系货币资金、应收账款和预付账

款大幅增加所致；流动资产主要由货币资金（占比25.66%）、应收账款（占比28.48%）、预付账款（占比15.11%）、其他应收款

（占比9.60%）和存货（占比20.17%）构成。 截至2016年底，公司货币资金账面价值较年初增加189.09%至32.30亿元，主要系处

置投资公司股权以及对外融资规模增长所致；年末货币资金由银行存款（占比43.02%）和其他货币资金（占比56.95%）构成；

其中，其他货币资金主要系向银行借款及开具信用证和银行承兑票据存入的保证金，均为受限制的资金，公司货币资金受限

比率较高。 截至2016年底，公司应收款账面价值36.96亿元，较年初增长13.47%，主要系公司军工业务规模大幅增长所致；从账

龄看，1年以内的应收账款余额占比79.83%、1~2年占比20.03%、2~3年占比0.08%、3~4年占比0.01%； 公司计提坏账准备0.38亿

元，公司应收账款的客户均为商业信誉较高的客户，坏账准备计提较为充足。 截至2016年底，公司预付账款账面价值19.62亿

元，较年初增长48.40%，主要系公司预付军工产品原料采购款增加所致。 截至2016年底，公司其他应收款账面价值12.46亿元，

较年初增长63.64%， 主要系2016年10月华讯投资不在纳入合并范围所致； 从账龄看，1年以内的其他应收账款余额占比

89.41%、1~2年占比8.51%、2~3年占比1.38%、3~4年占比0.71%；公司计提坏账准备0.12亿元。 截至2016年底，公司存货账面价值

为26.18亿元，较年初减少26.34%，主要系2015年公司从海外大量采购微波通信业务的定制化芯片，2016年公司产品结构调整

对上年采购的部分芯片进行退货，以及委托加工货物下降所致；公司存货主要以原材料（占比74.51%）、委托加工物资（占比

8.15%）、在产品（占比4.66%）、开发成本（占比5.29%）和库存商品（占比3.58%）构成；公司对库存商品计提跌价准备3.46万

元，计提比率很低，考虑到公司原材料主要是微波通信业务的定制化芯片，变现能力较低，若未来市场有所波动，将存在一定

的跌价风险。

非流动资产方面，截至2016年底，公司非流动资产总额为30.69亿元，较年初增长9.84%，主要系无形资产增加所致；主要

由投资性房地产（占比30.68%）、固定资产（占比5.82%）、在建工程（占比6.83%）、无形资产（占比17.29%）、开发支出（占比

5.15%）和商誉（占比30.23%）构成。 截至2016年底，公司投资性房地产账面价值9.42亿元，较年初增加2.28%，主要系公司投资

性房地产位于深圳市，深圳市房价增长所致；公司投资性房地产以公允价值计量。截至2016年底，公司固定资产账面价值1.79

亿元，较年初下降10.15%，主要系处置部分资产以及计提折旧所致；公司固定资产账面余额2.14亿元，累计计提折旧0.35亿元，

固定资产成新率为83.52%，成新率较高。 公司无形资产主要由土地使用权（占比18.45%）和软件（占比77.97%）构成；截至

2016年底，公司无形资产账面价值5.31亿元，较年初增长239.69%，主要系公司内部研发与对外购置软件所致。 截至2016年底，

公司开发支出账面价值1.58亿元，较年初下降36.48%，主要系公司自研软件转入无形资产所致。 截至2016年底，公司商誉账面

价值9.28亿元，较年初无变化；考虑到公司军工业务未来发展情况良好，投资华讯方舟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讯股

份” ） 所产生的商誉未来计提减值可能性较小。 截至2016年底， 公司受限资产账面价值合计30.46亿元， 占总资产比重为

18.98%，占公司所有者权益比重为53.09%，受限比率尚可；公司受限资产中货币资金受限比率较大，对公司流动性有较大影

响。

表9截至2016年底公司受限资产情况（单位：万元）

项目 年末账面价值 受限原因

货币资金 204,624.32 受监管账户、应付票据及银行借款保证金

投资性房地产和土地 98,395.68 抵押借款

划分为持有待售的资产 1,530.80 长期借款抵押

合计 304,550.80 --

资料来源：公司审计报告

截至2017年3月底，公司资产总额合计180.43亿元，较年初增长12.43%，主要系流动资产大幅增长所致；其中流动资产占

比82.51%，非流动资产占比17.49%，较年初变化不大。截至2017年3月底，公司流动资产合计148.87亿元，较年初增长14.70%；公

司非流动资产合计31.57亿元，较年初增长2.84%。

总体看，公司资产构成仍以流动资产为主；公司应收账款、存货和其他应收款账面价值规模大，对公司资金形成一定占

用；公司非流动资产质量较好，商誉占比高但减值风险不大；公司受限资产规模尚可，但货币资金受限比率较高，对公司流动

性有较大影响；公司整体资产质量尚可。

3．负债及所有者权益

负债

截至2016年底，公司负债合计103.12亿元，较年初小幅下降0.35%。 公司负债主要以流动负债为主，公司流动负债和非流

动负债占比分别为64.58%和35.42%。

截至2016年底，公司流动负债合计66.59亿元，较年初下降24.34%，主要系应付账款大幅下降所致；构成以短期借款（占比

48.76%）、应付票据（占比16.02%）、应付账款（占比16.97%）、应交税费（占比8.28%）和其他应付款（占比5.16%）为主。 截至

2016年底，公司短期借款账面余额32.47亿元，较年初增加9.74%，主要系海外微波业务信用账期较长，且天谷项目前期工程建

设资金需求量大，公司扩大了短期融资规模所致。 截至2016年底，公司应付票据10.67亿元，较年初增长133.01%，主要系当年

需要银行汇票方式结算的采购规模增加所致。 截至2016年底，公司应付账款账面余额11.30亿元，较年初大幅下降67.03%，主

要系公司2015年累积了大量的芯片库存而2016年对于芯片的采购减少所致。 截至2016年底， 公司应交税费账面余额5.52亿

元，较年初大幅增长41.39%。 截至2016年底，公司其他应付款账面余额3.43亿元，较年初大幅下降67.92%，主要系往来款大幅

下降所致。 2015年末，公司无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截至2016年底，公司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0.78亿元。

截至2016年底，公司非流动负债合计36.52亿元，较年初大幅增加136.21%，主要系长期借款增加以及发行债券所致；公司

非流动负债主要由长期借款（占比50.79%）、应付债券（占比26.88%）和长期应付款（占比15.88%）构成。 截至2016年底，公司

长期借款账面余额18.55亿元，较年初增加38.33%，主要系公司业务扩大，在建项目持续投入，导致融资力度加大；从借款到期

期限看，1~2年到期占比0.85%，2~3年到期占比99.15%，公司长期借款存在一定集中偿付压力。截至2016年底，公司应付债券账

面余额9.82亿元，为华讯股份2016年非公开发行的公司债券，发行规模为10.00亿元，期限为3年。2016年，公司与民生银行签订

固定资产售后回租合同，增加融资租赁款，租赁期为60个月，租金计算方式为不等额租金法，每3个月支付一次；截至2016年

底，公司长期应付款账面余额5.80亿元，本报告已将长期应付款计入长期债务。

截至2016年底，公司全部债务为78.53亿元，较年初增长65.05%，其中短期债务占比56.49%、长期债务占比43.51%，公司长

期债务34.17亿元，较年初增长154.80%；短期债务44.36亿元，较年初增长29.83%。 截至2016年底，公司资产负债率为64.25%，较

年初大幅下降14.10个百分点，主要系公司应付账款大幅下降、少数股东权益和未分配利润增加共同作用所致；全部债务资本

化率为57.79%，较年初下降4.67个百分点，主要系少数股东权益和未分配利润大幅增加所致；长期债务资本化比率为37.77%，

较年初提高5.40个百分点；公司债务规模增长较快，但受益于少数股东权益增加和未分配利润大幅增长，公司债务指标小幅

下降。

截至2017年3月底，公司负债合计121.90亿元，较年初增长18.21%，主要系流动负债增长所致；其中流动负债占比66.33%，

非流动负债占比33.67%。 截至2017年3月底，公司全部债务为90.69亿元，较年初增长15.49%，主要系公司对外融资规模增大，

短期借款和融资租赁款增加所致；公司短期债务占比57.31%，长期债务占比42.69%。 受公司全部债务大幅增长影响，公司资

产负债率、全部债务资本化比率和长期债务资本化比率较年初均有所增长，分别为67.56%、60.77%和39.81%。

总体看，公司负债以流动负债为主，全部债务中短期债务占比稍大，但是债务结构有所优化；公司有息债务规模较大并

呈增长态势，但债务负担小幅下降；公司长期借款与应付债券面临一定集中到期偿付风险。

所有者权益

截至2016年底，公司所有者权益57.37亿元，较年初增加100.62%，主要系未分配利润和盈余公积大幅增长所致。 公司所有

者权益中，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为49.86亿元（占比86.91%），少数股东权益7.51亿元（占比13.09%）；归属于母公司所有

者权益中，实收资本占比8.02%，资本公积占比22.59%，盈余公积占比7.51%，未分配利润占比61.92%。 公司所有者权益主要由

未分配利润构成，所有者权益结构稳定性较弱。

截至2016年底，公司少数股东权益由年初的-0.12亿元大幅增长至7.51亿元，主要系子公司收到少数股东投资入股款以

及非全资子公司利润增加所致； 公司未分配利润由年初12.14亿元大幅增长至30.87亿元， 主要系当年营业利润大幅增长所

致。

截至2017年3月末，公司所有者权益58.54亿元，较年初增长2.04%，变化不大；公司所有者权益构成较年初变化不大。

总体看，受益于未分配利润和少数股东权益大幅增长，公司所有者权益规模大幅增长；未分配利润占比较高，所有者权

益结构稳定性有待提升。

4．盈利能力

2016年，公司营业收入小幅增长，全年营业收入为70.19亿元，较上年提高2.52%，主要系超高频产品和军工产品收入增长

所致；由于同期营业成本小幅下降，使得公司2016年营业利润率较上年提高5.69个百分点至29.05%；受益于投资收益大幅增

长，公司净利润较上年大幅增长359.82%至21.75亿元。

期间费用方面，2016年公司费用总额为7.22亿元，较上年大幅下降18.24%，主要系管理费用及财务费用下降所致。 其中，

销售费用为0.53亿元，较上年增加14.52%，主要系公司拓展业务、销售推广以及公司形象宣传力度加大所致。随着公司货币资

金规模不断扩大，公司利息收入较上年有较大幅度提高，以及人民币贬值导致公司汇兑收益增加，公司财务费用有所下降，

2016年为3.24亿元，较上年下降21.66%。 2016年，公司管理费用为3.46亿元，较上年下降18.49%，主要系公司剥离上市子公司纤

维制造和其他业务所致。 2016年，公司费用收入比为10.29%，较上年下降了2.62个百分点，公司费用控制能力有所提高。

2016年，公司公允价值变动损益为0.21亿元，较上年下降94.99%，主要系投资性房地产2016年增值放缓所致。 2016年，公

司投资收益由上年的-4.50亿元大幅增加至11.70亿元，主要系公司处置深圳市华讯方舟投资有限公司51%的股权给深圳市新

恒富置业有限公司，确认投资收益10.14亿元所致。 2016年，公司投资收益占营业利润比率为47.62%，占比很高，但因投资收益

属于非经常性损益，所以后续对利润的影响存在不确定性。

从各项盈利指标来看，2016年，受益于各主要板块毛利率增长以及公司投资收益大幅提高，公司盈利能力有所提高；公

司营业利润率29.05%，较上年提高5.69个百分点；公司净资产收益率、总资产报酬率和总资本收益率分别为50.61%、19.78%和

24.09%，较上年分别提高了31.79个百分点、10.03个百分点和13.19个百分点。

2017年1~3月，公司实现营业收入9.45亿元，实现净利润1.41亿元。

总体看，公司营业收入小幅增长，受益于各主要板块毛利率有所提高以及投资收益大幅增长，公司盈利指标大幅提高，

公司费用控制能力有所提高；投资收益对营业利润贡献很大，但因投资收益属于非经常性损益，所以后续对利润的影响存在

不确定性。

5．现金流

从经营活动情况来看，2016年，公司经营活动现金流入量为74.11亿元，较上年增长24.32%，主要系应收票据回款所致；

2016年，公司经营活动现金流出为72.97亿元，较上年增长11.42%，主要系往来款流出增加所致。 综合以上，2016年公司经营活

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1.14亿元，由上年的净流出状态转为净流入状态。2016年，公司现金收入比为58.86%，较上年提高13.72

个百分点，但仍处较低水平，主要系公司为了在海外微波业务竞争中占据优势，除了在技术上不断创新，同时给予客户较宽

的信用政策，导致货款回收账期较长所致。

从投资活动情况来看，2016年，公司投资活动现金流入为20.98亿元，较上年增长208.22%，主要系公司处置公司股权款以

及当年收回的投资理财款规模较大所致。 2016年，公司投资活动现金流出18.15亿元，较上年增长0.27%，主要为公司购置无形

资产和在建项目支出等投资流出。 综合以上，2016年公司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为2.82亿元，较上年大幅增长。

从筹资活动情况来看，2016年，公司筹资活动现金流入91.16亿元，较上年增加13.25%，主要系少数股东投资以及公司扩

大融资规模所致。 2016年，公司筹资活动现金流出87.03亿元，较上年增加36.85%，主要系偿债规模扩大所致。 综合以上，2016

年公司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4.13亿元，较上年下降了75.54%。

2017年1~3年，公司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金额为-1.57亿元，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0.37亿元，筹资活动产生

的现金流量净额3.02亿元。

总体看，公司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波动较大，2016年转为净流入状态，公司现金收入比较低，收入实现质量不高；公司

投资活动现金流入较上年大幅增长，投资活动现金流呈净流入态势；公司对外融资规模增长放缓。

6．偿债能力

从短期偿债能力指标看，2016年末，受公司应付账款以及其他应付款规模大幅下降影响，公司流动比率和速动比率较上

年均有所增长，流动比率由1.18倍增长至1.95倍，速动比率由0.78倍增长至1.56倍。 截至2016年底，公司现金短期债务比0.75

倍，较上年大幅提高，公司现金类资产对短期有息债务的覆盖水平尚可。 2016年，公司经营现金流动负债比率为1.72%，公司

经营活动现金流量对流动负债保障程度较弱。 总体看，公司短期偿债能力一般。

从长期偿债能力指标来看，2016年，受益于公司主要业务毛利率提高以及投资收益大幅增长，公司EBITDA较上年增幅

较大，由12.69亿元增加至29.51亿元。公司EBITDA主要由利润总额（占比85.21%）和计入财务费用的利息支出（占比12.85%）

构成。 2016年， 公司EBITDA利息倍数为7.78倍， 公司EBITDA对利息的覆盖程度很高；EBITDA全部债务比为0.38倍， 公司

EBITDA对全部债务的覆盖程度较高；经营现金债务保护倍数为0.01倍，经营现金流量净额对全部债务的覆盖程度较弱。 整

体上，公司长期偿债能力较强。

截至2016年底，公司不存在金额重大（涉及金额500万元以上）的未决诉讼。

截至2016年底，公司无对外担保情况。

截至2017年3月底，公司获得银行授信额度合计31.53亿元，已使用额度30.54亿元，公司间接融资渠道有待拓宽。

根据公司提供企业信用报告（机构信用代码：G1044030603188280E），截至2017年6月8日，公司无未结清的不良信贷信

息记录，过往债务履约情况良好。

总体看，公司短期偿债能力一般，长期偿债能力较强，考虑到公司作为卫星通信行业和军工通信行业的代表性企业，技

术研发能力强，货币资金规模较大；随着在建项目的投产，公司经营规模有望稳步增长，综合竞争力有望进一步增强，公司整

体偿债能力强。

七、公司债券偿债能力分析

从资产情况来看，截至2017年3月底，公司现金类资产（货币资金、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负债、

应收票据）达39.58亿元，约为“17华讯01” 本金合计（3.00亿元）的13.19倍，公司现金类资产对债券的覆盖程度很高；净资产

达58.54亿元，约为债券本金合计（3.00亿元）的19.51倍，公司较大规模的现金类资产和净资产能够对“17华讯01” 的按期偿

付起到很强的保障作用。

从盈利情况来看，2016年，公司EBITDA为29.51亿元，约为“17华讯01” 本金合计（3.00亿元）的9.84倍，公司EBITDA对

“17华讯01” 的覆盖程度很高。

从现金流情况来看，公司2016年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入74.11亿元，约为“17华讯01” 本金合计（3.00亿元）24.70倍，公

司经营活动现金流入量对“17华讯01” 的覆盖程度高。

综合以上分析，并考虑到公司所处行业前景较好、研发能力较强等优势，公司对“17华讯01” 的偿还能力强。

八、综合评价

公司作为通信行业的高新技术企业，所在卫星通信设备制造和军工行业发展形势良好，军工板块在研项目较多，在建项

目建设有助于公司未来业绩有提升，公司各板块盈利能力均有所提高。同时，联合评级也关注到公司对上下游企业依赖度较

大，面临较大的汇率波动风险，微波通讯产品账期长以及在建项目资本支出规模大等因素可能对公司信用状况产生影响。

未来随着公司在建项目达产、军工在研技术逐步投产，公司行业竞争力不断增强，收入规模和盈利能力有望保持稳定。

综上，联合评级维持公司主体长期信用等级为“AA” ，评级展望为“稳定” ；同时维持“17华讯01” 债项信用等级为

“AA” 。

附件1华讯方舟科技有限公司

主要计算指标

项目 2015年 2016年 2017年3月

资产总额（亿元） 132.08 160.48 180.43

所有者权益（亿元） 28.59 57.37 58.54

短期债务（亿元） 34.17 44.36 51.97

长期债务（亿元） 13.41 34.17 38.72

全部债务（亿元） 47.58 78.53 90.69

营业收入（亿元） 68.46 70.19 9.45

净利润（亿元） 4.73 21.75 1.41

EBITDA（亿元） 12.69 29.51 --

经营性净现金流（亿元） -5.88 1.14 -1.57

应收账款周转次数（次） 2.66 2.00 0.28

存货周转次数（次） 1.75 1.60 0.19

总资产周转次数（次） 0.57 0.48 0.06

现金收入比率（%） 45.14 58.86 119.19

总资本收益率（%） 10.90 24.09 --

总资产报酬率（%） 9.75 19.78 --

净资产收益率（%） 18.83 50.61 --

营业利润率（%） 23.36 29.05 29.79

费用收入比（%） 12.91 10.29 26.94

资产负债率（%） 78.35 64.25 67.56

全部债务资本化比率（%） 62.46 57.79 60.77

长期债务资本化比率（%） 31.93 37.33 39.81

EBITDA利息倍数（倍） 3.95 7.78 --

EBITDA全部债务比（倍） 0.27 0.38 --

流动比率（倍） 1.18 1.95 1.84

速动比率（倍） 0.78 1.56 1.43

现金短期债务比（倍） 0.44 0.75 0.76

经营现金流动负债比率（%） -6.68 1.72 -1.94

EBITDA/待偿本金合计（倍） 4.23 9.84 --

注：1、本报告中部分合计数与各相加数之和在尾数上存在差异系四舍五入造成；除特别说明外，均指人

民币。 2、公司2017年1季度财务报表未经审计。 3、EBITDA/待偿本金合计=EBITDA/本报告所跟踪债项

合计待偿本金。

附件2有关计算指标的计算公式

项目 计算公式

增长指标

年均增长率

（1）2年数据：增长率=（本期-上期）/上期×100%

（2）n年数据：增长率=[(本期/前n年)（̂1/(n-1)）-1]×100%

经营效率指标

应收账款周转次数 营业收入/�[(期初应收账款余额+期末应收账款余额)/2]

存货周转次数 营业成本/[(期初存货余额+期末存货余额)/2]

总资产周转次数 营业收入/[(期初总资产+期末总资产)/2]

现金收入比率 销售商品、提供劳务收到的现金/营业收入×100%

盈利指标

总资本收益率

（净利润+计入财务费用的利息支出）/[（期初所有者权益+期初全部债务+期末所有者

权益+期末全部债务）/2]×100%

总资产报酬率 （利润总额+计入财务费用的利息支出）/[（期初总资产+期末总资产）/2]�×100%

净资产收益率 净利润/[（期初所有者权益+期末所有者权益）/2]×100%

主营业务毛利率 （主营业务收入-主营业务成本）/主营业务收入×100%

营业利润率 （营业收入-营业成本-营业税金及附加）/营业收入×100%

费用收入比 （管理费用+营业费用+财务费用）/营业收入×100%

财务构成指标

资产负债率 负债总额/资产总计×100%

全部债务资本化比率 全部债务/（长期债务+短期债务+所有者权益）×100%

长期债务资本化比率 长期债务/（长期债务+所有者权益）×100%

担保比率 担保余额/所有者权益×100%

长期偿债能力指标

EBITDA利息倍数 EBITDA/（资本化利息+计入财务费用的利息支出）

EBITDA全部债务比 EBITDA/全部债务

经营现金债务保护倍数 经营活动现金流量净额/全部债务

筹资活动前现金流量净额债务保护倍数 筹资活动前现金流量净额/全部债务

短期偿债能力指标

流动比率 流动资产合计/流动负债合计

速动比率 （流动资产合计-存货）/流动负债合计

现金短期债务比 现金类资产/短期债务

经营现金流动负债比率 经营活动现金流量净额/流动负债合计×100%

经营现金利息偿还能力 经营活动现金流量净额/（资本化利息+计入财务费用的利息支出）

筹资活动前现金流量净额利息偿还能力 筹资活动前现金流量净额/（资本化利息+计入财务费用的利息支出）

本期公司债券偿债能力

EBITDA偿债倍数 EBITDA/本期公司债券到期偿还额

经营活动现金流入量偿债倍数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入量/本期公司债券到期偿还额

经营活动现金流量净额偿债倍数 经营活动现金流量净额/本期公司债券到期偿还额

注：现金类资产=货币资金+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应收票据

长期债务=长期借款+应付债券

短期债务=短期借款+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负债+应付票据+应付短期债券+一年内到期的非

流动负债

全部债务=长期债务+短期债务

EBITDA=利润总额+计入财务费用的利息支出+固定资产折旧+摊销

所有者权益=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少数股东权益

附件3公司主体长期信用等级设置及其含义

公司主体长期信用等级划分成9级，分别用AAA、AA、A、BBB、BB、B、CCC、CC和C表示，其中，除AAA级，CCC级（含）以

下等级外，每一个信用等级可用“+” 、“-”符号进行微调，表示略高或略低于本等级。

AAA级：偿还债务的能力极强，基本不受不利经济环境的影响，违约风险极低；

AA级：偿还债务的能力很强，受不利经济环境的影响不大，违约风险很低；

A级：偿还债务能力较强，较易受不利经济环境的影响，违约风险较低；

BBB级：偿还债务能力一般，受不利经济环境影响较大，违约风险一般；

BB级：偿还债务能力较弱，受不利经济环境影响很大，违约风险较高；

B级：偿还债务的能力较大地依赖于良好的经济环境，违约风险很高；

CCC级：偿还债务的能力极度依赖于良好的经济环境，违约风险极高；

CC级：在破产或重组时可获得保护较小，基本不能保证偿还债务；

C级：不能偿还债务。

长期债券（含公司债券）信用等级符号及定义同公司主体长期信用等级

(上接B25版)

（6）李其志名下股权5万元为其真实持有（附考核条件和期限），145万元为代吴光胜持有；

（7）孙荣军名下股权3万元为其真实持有（附考核条件和期限），87万元为代吴光胜持有。

4、2009年9月，第三次股权变更

2009年8月14日，华讯方舟召开股东会，审议通过梁淑英将其所占11%的股权以人民币330万元转让给梁俊（梁俊为梁淑

英之侄），其他股东放弃优先购买权。 2009年8月14日，梁淑英与梁俊签署《股权转让合同》，并经深圳市南山区公证处公证。

股东名称 股权变动（万元） 出资额（万元） 出资比例（%） 备注

真实

持股比例

吴光胜 930 31 真实所有 99.47%

项俊晖 840 28

8万真实所有，附业绩承诺；其余代吴光胜持

有

0.27%

沈姝利 660 22 代吴光胜持有

梁俊 +330 330 11 代吴光胜持有

李其志 150 5

5万真实所有，附业绩承诺；其余代吴光胜持

有

0.17%

孙荣军 90 3

3万真实所有，附业绩承诺

其余代吴光胜持有

0.10%

梁淑英 -330 0 0

合计 0 3000 100 100%

注：因梁淑英离开公司，由其代持的部分股权转由其侄子梁俊（为华讯方舟员工）代持，未实际支付股权转让款。

5、2012年3月，第四次股权变更

2012年3月19日，华讯方舟召开股东会，审议通过梁俊将其占公司11%的股权以人民币1元转让给黄永江，李其志将其占

公司5%的股权以人民币1元转让给黄永江，其他股东放弃优先购买权。 2012年3月19日，梁俊、李其志与黄永江签署《股权转

让协议书》，深圳联合产权交易所对上述股权转让出具股权转让见证书。

转让完成后，华讯方舟股权结构为：

股东名称

股权变动（万

元）

出资额（万元） 出资比例（%） 备注

真实

持股比例

吴光胜 930 31 真实所有 83.63%

项俊晖 840 28

8万真实所有，附业绩承诺；其余代吴光

胜持有

0.27%

沈姝利 660 22 代吴光胜持有

黄永江 +480 480 16

252万真实所有

其余代陈鸿珅持有

8.4%

孙荣军 90 3

3万真实所有，附业绩承诺；其余代吴光

胜持有

0.10%

梁俊 -330 0

李其志 -150 0 0.00%

陈鸿珅 真实所有 7.6%

合计 0 3,000 100 100%

注：（1）因梁俊离开华讯方舟，同时出于激励，吴光胜指定梁俊分别赠与黄永江、陈鸿珅股权5.775%股权（173.25万元）、

5.225%股权（156.75万元），陈鸿珅将该部分股权交由黄永江代持。

（2）李其志未能完成考核任务，吴光胜收回对应股权并指定其转让给黄永江2.625%股权（78.75万元）、陈鸿珅2.375%股

权（71.25万元），陈鸿珅将该部分股权交由黄永江代持。

6、2012年6月，第五次股权变更

2012年6月25日，华讯方舟召开股东会，审议通过项俊晖将其持有的公司7.81%的股权以人民币1元转让给黄永江，将其持

有的公司10.666%的股权以人民币1元的价格转让给吴光胜，同意沈姝利将其持有的公司4.167%的股权以人民币1元的价格转

让给吴光胜，将其持有的公司4.762%的股权以人民币1元的价格转让给何乐强，将其持有的公司0.571%的股权以人民币1元的

价格转让给孙荣军，将其持有的公司12.5%的股权以人民币1元的价格转让给深圳市银鼎东科技有限公司，其他股东放弃优

先购买权。 2012年6月25日，项俊晖、沈姝利及黄永江、吴光胜、何乐强、孙荣军、深圳市银鼎东科技有限公司签署《股权转让

协议书》，深圳联合产权交易所对上述股权转让出具股权转让见证书。

股权转让完成后，华讯方舟股权结构为：

股东名称 股权变动（万元） 出资额（万元） 出资比例（%） 备注

真实

持股比例

吴光胜 +444.99 1,374.99 45.83 真实所有 45.83%

黄永江 +234.3 714.3 23.81

375.0075万真实所有

其余代陈鸿珅持有

12.50%

深圳市银鼎东科技有

限公司

+375 375 12.5

项俊晖 -554.28 285.72 9.53 真实所有 9.53%

何乐强 +142.86 142.86 4.76 附绩效承诺 4.762%

孙荣军 +17.13 107.13 3.57 真实所有 3.57%

陈鸿珅 隐名股东 11.31%

沈姝利 -660 0 0

合计 0 3,000 100 100%

注：（1）吴光胜指定项俊晖赠与黄永江、陈鸿珅股权4.10025%股权（123.0075万元）、3.70975%股权（111.2925万元），陈

鸿珅将该部分股权交由黄永江代持。

（2）项俊晖达到考核条件，名下285.72万元股权为其实际持有。

（3）沈姝利将其代吴光胜持有的4.167%股权还原。

（4）出于激励，吴光胜指定沈姝利将其代持的部分股权转让给何乐强，同时约定考核条件。

（5）孙荣军达到考核条件，名下107.13万元股权为其实际持有。

（6）深圳市银鼎东科技有限公司成立于2012年5月29日，其中李序城持股26%、辛见卓持股17.5%、唐检英持股17.5%、李军

持股17.5%、李文才持股13%、秦小利持股8.5%。 银鼎东股东均曾向吴光胜提供帮助，为表感谢，吴光胜指定沈姝利将其代持

的部分股权无偿赠予银鼎东股东。

7、2012年7月，第二次增资

2012年7月5日，华讯方舟召开股东会审议引入广州融捷投资管理集团有限公司（1元/股），并将注册资本增加至3,571.43

万元。 深圳新洲会计师事务所（普通合伙）出具深新洲内验字[2012]113号验资报告，对华讯方舟本次增资进行审验。

股权转让及增资完成后，华讯方舟股权结构为：

股东名称 股权变动（万元） 出资额（万元） 出资比例（%） 备注

真实

持股比例

吴光胜 1,374.99 38.50 真实所有 38.50%

黄永江 714.30 20

375.0075万真实所有

其余代陈鸿珅持有

10.5%

广州融捷投资管理集团有

限公司

+571.43 571.43 16 16%

深圳市银鼎东科技有限公

司

375.00 10.5 10.5%

项俊晖 285.72 8 真实所有 8%

何乐强 142.86 4 附绩效承诺 4%

孙荣军 107.13 3 真实所有 3%

陈鸿珅 隐名股东 9.5%

合计 +571.43 3,571.43 100 100%

8、2012年11月，第六次股权变更

因何乐强未能完成考核，吴光胜收回其代持股权。 2012年11月30日，华讯方舟召开股东会，审议通过何乐强将其持有的

公司4%的股权以人民币1元转让给吴光胜，其他股权放弃优先购买权。 2012年11月30日，何乐强与吴光胜签署《股权转让协

议书》，深圳联合产权交易所对上述股权转让出具股权转让见证书。

转让完成后，华讯方舟股权结构为：

股东名称 股权变动（万元） 出资额（万元） 出资比例（%） 备注

真实

持股比例

吴光胜 +142.86 1,517.86 42.50 真实所有 42.50%

黄永江 714.30 20

375.0075万真实所有

其余代陈鸿珅持有

10.5%

广州融捷投资管理集团有

限公司

571.43 16 16%

深圳市银鼎东科技有限公

司

375.00 10.5 10.5%

项俊晖 285.72 8 真实所有 8%

孙荣军 107.13 3 真实所有 3%

陈鸿珅 隐名股东 9.5%

何乐强 -142.86

合计 0 3,571.43 100 100%

2013年10月18日，广州融捷投资管理集团有限公司更名为融捷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9、2015年4月，第七次股权变更

2015年4月华讯方舟科技全体股东以及华讯方舟科技、长城国融签署《增资协议书》，华讯方舟科技全体股东同意增加

长城国融增资148.81万元作为公司股东。 本次增资完成后公司股权结构如下：

股东名称 股权变动（万元） 出资额（万元） 出资比例（%） 备注

真实

持股比例

吴光胜 1,517.86 40.80 真实所有 40.80%

黄永江 714.30 19.20

375.0075万真实所有

其余代陈鸿珅持有

10.08%

融捷投资控股集团有限

公司

571.43 15.36 真实所有 15.36%

深圳市银鼎东科技有限

公司

375 10.80 真实所有 10.80%

项俊晖 285.72 7.68 真实所有 7.68%

长城国融 +148.8096 148.8096 4 真实所有 4%

孙荣军 107.13 2.88 真实所有 2.88%

陈鸿珅 隐名股东 9.12%

合计 +148.8096 3,720.25 100 100%

注：长城国融同时与华讯方舟投资签署了股权回购协议，2016年1月14日长城国融股权转让至长城新盛。

10、2016年1月第三次增资

2016年1月，公司用资本公积转增注册资本至2亿元人民币，增资后公司股权结构如下：

股东名称 出资额（万元） 出资比例（%） 备注

真实

持股比例

吴光胜 8,160 40.80 真实所有 40.80%

黄永江 3,840 19.20

其中10.08%真实所有

其余代陈鸿珅持有

10.08%

融捷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3,072 15.36 真实所有 15.36%

深圳市银鼎东科技有限公司 2,016 10.80 真实所有 10.80%

项俊晖 1,536 7.68 真实所有 7.68%

长城新盛 800 4 真实所有 4%

孙荣军（冯军正） 576 2.88 真实所有 2.88%

陈鸿珅 隐名股东 9.12%

合计 20,000 100 100%

11、2016年3月第四次增资

2016年3月，华讯方舟科技有限公司注册资本由20,000万元增加至40,000万元，并增加股东深圳方德信基金有限公司。 本

次增资完成后，公司股权结构如下：

股东名称

出资额

（万元）

出资比例（%） 备注

真实

持股比例

吴光胜 15,993.60 39.98 真实所有 39.98%

黄永江 7,526.40 18.82

其中9.88%真实所有

其余代陈鸿珅持有

18.82%

融捷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6,021.12 15.05 真实所有 15.05%

深圳市银鼎东科技有限公司 3,951.36 9.88 真实所有 9.88%

项俊晖 3,010.56 7.53 真实所有 7.53%

长城新盛信托有限责任公司 1,568 3.92 真实所有 3.92%

深圳方德信基金有限公司 800 2.00 真实所有 2.00%

冯军正 1,128.96 2.82 真实所有 2.82%

合计 40,000.00 100 100%

（三）最近三年实际控制人变化情况

截至2017年3月31日，公司的实际控制人为吴光胜先生。公司实际控制人详细情况参见本节“四、股权结构图和实际控制

人情况” 。

最近三年，公司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化。

（四）重大资产重组情况

发行人最近三年重大资产重组情况如下：

1、恒天天鹅股权收购

收购概述：2014年12月29日，发行人完成对恒天天鹅股份有限公司29.80%股份的收购，发行人成为恒天天鹅的控股股东。

转让方：中国恒天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恒天集团” ）、恒天纤维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恒天纤维” ）

标的股份：本次收购股份共计 225,695,802�股，占恒天天鹅总股本的 29.80%，其中，恒天集团转让其所持恒天天鹅45,

791,607股，占恒天天鹅总股本比例为6.05%；恒天纤维转让其所持恒天天鹅179,904,195股，占恒天天鹅总股本比例为23.75%。

上述股份性质均为非限售流通国有法人股。

收购价格：本次股份收购综合考虑恒天天鹅的实际价值，并参照恒天天鹅股票当时二级市场交易价格等因素，协商确定

的标的股份收购价格为人民币5.94元/股。 股份收购价款总额共计人民币134,063.31万元。

支付方式：现金方式支付。

参照《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并以发行人及交易标的截至2013年12月31日/2013年度的财务指标和交易价

格计算，本次收购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单位：万元

发行人（合并口径） 被收购资产 被收购资产占比

资产总额 238,422.68 134,063.31 56.23%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所有者权益 28,540.05 134,063.31 469.74%

注：上述发行人（合并口径）数据摘自发行人2013年审计报告。 被收购资产的资产总额、归属于母公司股东所有者权益

指标均以交易价格与孰高取值。

2、恒天天鹅重大资产置换

方案概述：恒天天鹅置入发行人全部军事通信及配套业务，并将原有传统业务置出。 本次交易完成后，恒天天鹅保留发

展前景较好的基碳纤维业务，并进一步发展市场竞争力较强的军事通信及配套业务。 置换工作完成后，本次置出资产由恒

天纤维进行回购。

置入资产：为发行人持有的军事通信及配套业务相关的资产及负债（含或有负债），包括南京华讯100%股权及成都国蓉

100%股权。

置出资产：恒天天鹅传统业务相关的资产及负债（包括或有负债），具体为：恒天天鹅持有的除3.3亿元现金、华鑫方舟

51%股权、吉研高科60%股权及上市公司对吉研高科的债权以外的其他全部资产及负债。 为了提高拟置出资产的实施效率，

减少资产、负债的过户环节，交易各方确定以保定天鹅新型纤维制造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鹅新纤” ）为拟置出资产的承

接主体，承接拟置出资产的资产、负债及人员。

置入资产评估价值：以2014年12月31日为基准日，中联评估采用资产基础法和收益法对南京华讯100%股权及成都国蓉

100%股权进行评估，对两种评估方法的评估情况进行比较分析后，确定收益法的评估结果作为评估结论，其中，南京华讯

100%股权的评估值为163,354.12万元，成都国蓉100%股权的评估值为7,590.46万元，根据交易协议，确定本次置入资产交易价

格为170,944.58万元。

置出资产评估价值：以2014年12月31日为基准日，中联评估采用资产基础法对本次拟置出资产进行评估，本次置出资产

的评估值为108,209.26万元，根据交易协议，确定本次置出资产交易价格为108,209.26万元。

交易价格：置入资产的交易价格为170,944.58万元，置出资产的交易价格为108,209.26万元，交易的差额部分由资产作价

较低的一方在股东大会审议同意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日后向资产作价较高的一方以现金方式进行补足。 置入资产与置出资

产交易的差额部分确定为62,735.32万元，已由恒天天鹅向发行人以现金方式进行补足。

置出资产回购：根据发行人与恒天纤维签订的《股权转让合同》及《回购协议》第2.1条所约定的回购价格计算方式，双

方共同确认，发行人以47,405.96万元的价格，将天鹅新纤100%的股权转让给恒天纤维。

对于发行人：本次资产置换过程中，置入资产为天鹅新纤100%的股权，置出资产为南京华讯100%股权和成都国蓉100%

的股权；回购过程中，置出资产为天鹅新纤100%的股权。 参照《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并以发行人及交易标的

截至2014年12月31日/2014年度的财务指标和交易价格计算，本次资产置换和回购未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单位：万元

发行人

（合并口径）

置换中

置入资产

置换中

置出资产

回购中

置出资产

置换中置入资

产占比

置换中置出资

产占比

回购中置出资

产占比

资产总额 1,087,898.06 234,696.13 65,557.80 234,696.13 21.57% 6.03% 21.57%

归属于母公司

股东所有者权

益

216,642.61 108,209.26 17,694.98 108,209.26 49.95% 8.17% 49.95%

营业收入 509,195.28 70,078.92 49,806.93 70,078.92 13.76% 9.78% 13.76%

注：上述发行人（合并口径）数据摘自发行人2014年审计报告。 置换中置入资产和回购中置出资产营业收入摘自经天职

国际审计的向恒天天鹅出具的置出资产财务报告，总资产、归属于母公司股东所有者权益指标均以交易价格与对应指标孰

高取值。 置换中置出资产数据为南京华讯（整合后）及成都国蓉单体数据的汇总数。

3、报告期内资产重组对发行人的影响

上述股权收购和重大资产置换前，发行人主营业务为微波通讯业务和军工业务；上述股权收购和重大资产置换后，发行

人主营业务仍为微波通讯业务和军工业务。 经过上述资产重组，发行人的主营业务和经营性资产未发生实质变更。

经过上述资产重组，发行人实际控制人仍为吴光胜先生，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更。

（五）本次发行前公司的股权结构

截至募集说明书签署日，本公司的股权结构如下：

股东名称

出资额

（万元）

股权比例（%） 出资方式

吴光胜 15,993.60 39.98% 货币

黄永江 7,526.4 18.82% 货币

融捷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6,021.12 15.05% 货币

深圳市银鼎东科技有限公司 3,951.36 9.88% 货币

项俊晖 3,010.56 7.53% 货币

长城新盛信托有限责任公司 1,568 3.92% 货币

深圳方德信基金有限公司 800 2.00% 货币

冯军正 1,128.96 2.82% 货币

合计 40,000 100%

（六）本次发行前公司前八名股东的持股情况

截至募集说明书签署日，本公司前八名股东的持股情况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出资额

（万元）

股权比例（%） 出资方式

1 吴光胜 15,993.6 39.98% 货币

2 黄永江 7,526.4 18.82% 货币

3 融捷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6,021.12 15.05% 货币

4 深圳市银鼎东科技有限公司 3,951.36 9.88% 货币

5 项俊晖 3,010.56 7.53% 货币

6 长城新盛信托有限责任公司 1,568 3.92% 货币

7 深圳方德信基金有限公司 800 2.00% 货币

8 冯军正 1,128.96 2.82% 货币

合计 40,000 100%

三、公司重要对外权益投资情况

（一）发行人下属子公司基本情况

截至2017年3月31日，华讯方舟科技有限公司子公司共54家，基本情况如下：

1、通过设立或投资等方式取得的子公司

序

号

公司名称

注册号/商业登

记号

子公司类型 注册地 经营范围 持股比例（%）

1

深圳市前海华

讯方舟科技有

限公司

44030110661636

9

控股子公司 深圳市

高频及超高频通信系统、专用半导体器件

的研发与销售，经营进出口业务（法律、行

政法规、国务院决定禁止的项目除外，限

制的项目须取得许可后方可经营）。

77.93

2

深圳市华讯方

舟软件技术有

限公司

91440300087725

775E

控股子公司 深圳市

计算机软硬件及其相关产品的研发与销

售；国内贸易、货物及技术进出口。 （法

律、行政法规或者国务院决定禁止和规定

在登记前须经批准的项目除外）

85

3

西安华讯方舟

信息技术有限

公司

91610131091656

733G

控股子公司 西安市

一般经营项目：计算机软硬件、通讯产品

（不含地面卫星接收设备）、移动电话机的

技术开发及销售；软件研发；网络信息工

程建设；金属材料、半导体的研发及销售；

电子产品的销售；货物与技术的进出口经

营（国家限制及禁止的货物与技术的进出

口除外）。

65

4

深圳市华讯方

舟通信技术研

究院

民办非企业单

位（深民证字

第041057号）

全资子公司 深圳市

研发无线（移动）宽带通信系统、高速铁路

移动通信系统及其设备、软件、终端

100

5

贵州华讯方舟

信息技术有限

公司

91520102055013

7301

全资子公司 贵阳市

计算机系统集成；计算机网络设备、移动

通信终端设备（除专项）、通信设备（除专

项）的销售。

100

6

贵州华讯方舟

科技有限公司

91520000059071

17XK

控股子公司 贵阳市

批零兼营：手机及手机配件、通讯设备、电

子产品、电器机械及器材、仪器仪表、计算

机及配件；计算机系统服务。

70

7

福建省华讯方

舟通信技术有

限公司

91350000589550

776J

控股子公司 福州市

通信产品、计算机软硬件技术开发、销售；

对外贸易。

99

8

吉林华讯轨道

移动通信有限

公司

22010600004493

3

控股子公司 长春市

网络通信系统设计、安装与调试，销售计

算机软、硬件，通讯产品技术开发、销售，

互联网信息咨询，电信增值业务，网络通

信工程施工（凭资质证经营），电缆和照明

灯具销售，电子产品进出口贸易，生产汽

车配件及机械设备。

75

9

广州市华讯方

舟信息科技有

限公司

44010400039933

9

控股子公司 广州市

计算机硬件、通讯产品、移动电话机的技

术开发；批发和零售贸易；货物进出口、技

术进出口；商品信息咨询。

70

10

智慧方舟科技

有限公司

91110108091897

7647

全资子公司 北京市

技术开发、技术转让、技术咨询、技术服务；

计算机技术培训；企业管理；销售计算机、

软件及辅助设备；货物进出口、代理进出

口、技术进出口。

100

11

上海琪仕电子

科技有限公司

31014100005649

1

全资子公司 上海市

从事电子科技专业技术领域内的技术开

发、技术咨询（除经纪），网络科技（不得

从事科技中介），企业管理咨询（除经

纪），电子产品、仪器仪表、计算机、软件及

辅助设备（除计算机信息系统安全专用产

品）、通信器材（除地面卫星接收装置）、

机电设备、五金交电、建材、日用百货、办

公文化用品、化工原料及产品（除危险化

学品、监控化学品、烟花爆竹、民用爆炸物

品、易制毒化学品）的销售，从事货物和技

术的进出口业务。

100

12

深圳市华讯方

舟系统工程设

备有限公司

44030611135138

5

全资子公司 深圳市

民用航天及配套装备、计算机技术及软硬

件、电子电器、电子测量与自动控制、新材

料、通信产品、通讯设备、仪器仪表、卫星导

航与卫星应用技术及产品的技术开发、技

术转让、技术咨询；国内贸易，货物及技术

进出口。

100

13

河南华讯方舟

电子有限公司

91410100MA3X

FGYJXN

控股子公司 郑州市

移动电源、自拍杆、电池、智能穿戴设备、通

讯产品及其配件、电子产品、数码产品的

研发、生产及销售；从事货物与技术的进

出口业务

35

14

成都国讯联合

科技有限公司

91510124394388

107F

全资子公司 成都市

电子产品、电气设备、软件产品的开发、生

产、销售及售后服务；仪器仪表销售及租

赁；汽车租赁（以上范围不含国家法律、行

政法规、国务院决定限制或禁止的项目）。

100

15

无锡华讯方舟

科技有限公司

91320206323526

103G

控股子公司 无锡市

网络技术、信息技术的研发、技术咨询、技

术服务、技术转让；数据处理；信息系统集

成服务；计算机软硬件及辅助设备、通讯

产品、通信设备（不含卫星电视广播地面

接收设施和发射装置）、电子产品、专用设

备的销售；利用自有资金对外投资；社会

经济咨询服务；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及技

术的进出口业务（国家限定企业经营或禁

止进出口的商品和技术除外）；货运代理、

货运信息服务；道路普通货物运输（危险

品除外）。

75

16

南京华讯方舟

智慧城市信息

科技有限公司

91320106302697

800F

全资子公司 南京市

计算机系统集成、网络信息系统集成的研

发、技术咨询及技术服务；智能网络控制

系统设备的设计及安装；计算机软硬件、

通信设备、网络设备的研发、技术咨询、技

术服务及销售；网络系统工程设计及安

装；安防设备设计、安装及维护 ；楼宇智能

化工程施工；网络技术服务及信息咨询。

100

17

深圳市华讯方

舟微电子科技

有限公司

44030611252079

2

控股子公司 深圳市

半导体、微波、毫米波、太赫兹元器件设备

与系统的设计、研发、销售。 （法律、行政

法规、国务院决定禁止的项目除外，限制

的项目须取得许可后方可经营）^半导体、

微波、毫米波、太赫兹元器件设备与系统

的生产。

70

18

南京华讯方舟

通信设备有限

公司

91320106070738

641N

控股子公司 南京市

计算机软硬件、微波和光电设备、通讯产

品技术开发、生产、销售；电子产品、金属

材料销售；通信软件开发、系统集成服务；

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和技术的进出口业

务（国家限定企业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

品和技术除外）。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

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其主营业务为军事通信及配套产品的研

发、生产及销售业务。

29.8

19

成都华讯天谷

科技有限公司

91510124350513

965N

控股子公司 成都市

电子产品、电气设备、机械设备的开发及

技术转让、生产和销售；仪器仪表销售及

租赁；传感器制造及销售；飞行器研发；控

制系统设计、制造、销售；货物进出口；互联

网服务；机电设备安装；计算机系统集成、

技术服务、技术咨询。 通讯技术研发；网

络工程设计、施工；计算机软硬件开发；电

路板开发、制作；汽车销售及租赁服务（以

上范围不含国家法律、行政法规、国务院

决定限制或禁止的项目，涉及许可凭许可

证经营）。

29.8

20

北京华鑫方舟

科技有限公司

11010801918460

3

控股子公司 北京市

在研究国家的产业政策及行业动态，选择

符合公司发展方向及产业政策的项目，进

行可行性分析的前提下，发展以无人化、

精确制导为方向，确立了制导与控制、航

空稳瞄、无人作战平台、智能信息系统等

主打产品

29.8

21

华研方舟（北

京）信息科技

研究院有限公

司

11010801992283

5

控股子公司 北京市

工程和技术研究与试验发展；技术开发、

技术推广、技术转让、技术服务；销售自行

开发的产品；计算机系统服务；基础软件

服务；应用软件服务；软件开发、软件咨询、

会议服务；市场调查；企业管理咨询；承办

展览展示活动。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

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

营活动）

29.8

22

深圳市华讯方

舟系统技术有

限公司

91440300MA5D

8KUW9B

控股子公司 深圳市

无人机的设计和技术开发；无人机技术咨

询与技术服务；无人机系统相关产品及配

件的销售；无人机应用软件开发；国内贸

易、经营进出口业务（不含专营、专控、专

卖商品）。 （以上各项涉及法律、行政法

规、国务院决定禁止的项目除外，限制的

项目须取得许可后方可经营）

29.8

23

华讯方舟（香

港）控股有限

公司

2330869 控股子公司 香港

电子产品的研发，生产，销售；卫星通信技

术， 网络技术的技术研发）

29.8

24

深圳市华讯方

舟投资发展有

限公司

91440300358270

320T

控股子公司 深圳市

股权投资（以上均不含证券、期货、保险及

其它金融业务以及法律、行政法规、国务

院决定规定在登记前须经批准的项目）；

投资管理（不含证券、期货、保险及其它金

融业务）；受托管理股权投资基金。 （不得

从事证券投资活动；不得以公开方式募集

资金开展投资活动；不得从事公开募集基

金管理业务）

29.8

25

国蓉科技有限

公司

91510100584969

981M

控股子公司 成都市

电子产品、电气设备、机械设备的开发及

技术转让、生产和销售；仪器仪表的销售

及租赁；传感器制造下搜后；飞行器研发；

控制系统设计、制造、销售；货物进出口；机

电设备安装；计算机系统集成、技术服务、

技术咨询。 通讯技术研发；网络工程设

计、施工；计算机软硬件开发；电路板开

发、制作；汽车销售及租赁服务（以上经营

项目，设计工业行业另行选择生产地生产

或经营地经营）（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

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其

实际从事的业务为军事通信设备的模块

化产品及模拟仿真系统等

29.8

26

武汉华讯国蓉

科技有限公司

91420100MA4K

M09R08

控股子公司 武汉市

电子产品、电气设备、机械设备的研发、技

术转让、生产及批发兼零售；仪器仪表批

发零售及租赁；传感器生产及批发零售；

飞行器研发；控制系统设计、制造、批发零

售；机电设备安装；计算机系统集成、技术

服务、技术咨询；通讯技术研发；网络工程

设计、施工；计算机软硬件开发；电路板开

发、制造；汽车销售及租赁服务；通信设备

维修；货物进出口（不含国家禁止或限制

进出口的货物）。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

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29.8

27

深圳市华讯方

德投资管理有

限公司

91440300359912

479R

控股子公司 深圳市

投资管理、受托资产管理（不得从事信托、

金融资产管理、证券资产管理及其他限制

项目）；股权投资；投资咨询；股权投资基

金、产业投资基金（不得从事证券投资活

动；不得以公开方式募集资金开展投资活

动、不得从事公开募集基金管理业务）；企

业管理咨询、企业上市业务咨询、财务信

息咨询、信息咨询（不含限制项目）。

29.8

28

深圳市华讯方

舟装备技术有

限公司

91440300MA5D

FF609G

控股子公司 深圳市

智能装备系统、频谱监测技术开发;电子、

通信与自动控制技术研究、开发;网络技术

的研究、开发;计算机技术开发、技术服务;

软件开发;信息技术咨询服务;雷达、导航

与测控系统工程的上门安装;通信系统工

程服务;计算机网络系统工程服务;软件批

发;电子产品批发;软件零售;通信设备零售;

电子元器件零售;电子产品零售;国内贸易。

货物及技术进出口。 (法律、行政法规、国

务院决定规定在登记前须经批准的项目

除外）^通信系统设备、通信终端设备、雷

达及配套设备、电子元件及组件、计算机

信息安全设备、导航、气象及海洋专用仪

器的生产。 雷达、无线电导航设备专业修

理。

29.8

29

深圳市华讯方

舟卫星通信有

限公司

91440300349593

283M

控股子公司 深圳市

卫星宽带通信设备系统、卫星转载器的研

发、租赁与销售，近地小卫星设备系统研

发，国内贸易、货物及技术进出口。 （法

律、行政法规或者国务院决定禁止和规定

在登记前须经批准的项目除外）^卫星宽

带通信设备系统的生产，卫星宽带通信业

务服务，小卫星遥感信息服务。

70

30

深圳市华讯方

舟软件信息有

限公司

91440300357853

4000

控股子公司 深圳市

计算机软硬件及其相关产品的研发与销

售；国内贸易、货物及技术进出口；从事广

告业务。

65

31

深圳市华讯方

舟进出口有限

公司

91440300356478

304P

控股子公司 深圳市

货物及技术进出口。 （以上均不含法律、

行政法规、国务院决定规定在登记前须经

批准的项目）^

51

32

深圳市太赫兹

科技创新研究

院

民办非企业单

位（深民证字

第01283号）

全资子公司 深圳市

微波、毫米波、太赫兹的科学研究、核心与

共性技术研发，相关科技成果转化与产业

孵化，应用开发、系统集成及信息咨询服

务。

100

33

深圳市无牙太

赫兹科技有限

公司

91440300359836

7000

全资子公司 深圳市

太赫兹应用技术、太赫兹技术产品、太赫

兹检测仪器、测试仪器、实验设备仪器、太

赫兹人体及物体安全检测类产品、太赫兹

生物医药检测及测试类仪器设备、太赫兹

通信技术、太赫兹技术应用仪器设备、太

赫兹技术部件、组件和设备的研发、设计

与销售（不含计量器具、医疗器械）；国内

贸易，货物及技术进出口。 （法律、行政法

规或者国务院决定禁止和规定在登记前

须经批准的项目除外）^太赫兹应用技术

产品、太赫兹技术产品、太赫兹检测仪器、

测试仪器、实验设备仪器、太赫兹人体及

物体安全检测类产品、太赫兹生物医药检

测及测试类仪器设备、太赫兹通信技术产

品、太赫兹技术应用仪器设备、太赫兹技

术部件、组件和设备的生产（不含计量器

具、医疗器械）。

100

34

深圳市华讯教

育科技有限公

司

91440300360014

190G

全资子公司 深圳市

计算机软硬件、通讯产品、教育设备的技

术开发及销售；金属材料、半导体的研发

及销售；电子产品的销售。 （法律、行政法

规或者国务院决定禁止和规定在登记前

须经批准的项目除外）^信息服务业务（仅

限移动网信息服务业务）。

100

35

深圳华讯鑫根

投资基金管理

有限公司

44030111158204

3

控股子公司 深圳市

受托管理股权投资基金（不得以任何方式

公开募集和发行基金）；受托资产管理、投

资管理（不得从事信托、金融资产管理、证

券资产管理及其他限制项目）；投资咨询

（不含限制项目）

51

36

深圳市华讯方

舟基金管理有

限公司

91440300360263

138P

全资子公司 深圳市

股权投资业务；股权投资基金管理（不得

从事证券投资活动；不得以公开方式募集

资金开展投资活动、不得从事公开募集基

金管理业务）；创业投资基金；受托资产管

理；投资兴办实业；投资咨询，财务咨询，

经济贸易咨询。

100

37

深圳市华讯合

创投资有限公

司

91440300MA5D

NFK36A

控股子公司 深圳市 投资兴办实业、创业投资业务 51

38

深圳市太赫兹

科技创新研究

院有限公司

91440300MA5D

8H6E0B

全资子公司 深圳市

太赫兹应用产品、太赫兹技术产品、太赫

兹检测仪器、测试仪器、实验设备仪器、太

赫兹人体及物体安全检测类产品、太赫兹

生物医药检测及测试类仪器设备、太赫兹

通信产品、太赫兹技术应用仪器设备、太

赫兹技术部件、组件和设备的技术开发、

设计与销售（不含计量器具、医疗器械）；

国内贸易（不含专营、专控、专卖商品）；货

物及技术进出口。 （法律、行政法规或者

国务院决定禁止和规定在登记前须经批

准的项目除外）^太赫兹应用技术产品、太

赫兹技术产品、太赫兹检测仪器、测试仪

器、实验设备仪器、太赫兹人体及物体安

全检测类产品、太赫兹生物医药检测及测

试类仪器设备、太赫兹通信技术产品、太

赫兹技术应用仪器设备、太赫兹技术部

件、组件和设备的生产（不含计量器具、医

疗器械）。

100

39

深圳市太赫兹

系统设备有限

公司

91440300MA5D

9PWA07

全资子公司 深圳市

太赫兹应用产品、太赫兹技术产品、太赫

兹检测仪器、测试仪器、实验设备仪器、太

赫兹人体及物体安全检测类产品、太赫兹

生物医药检测及测试类仪器设备、太赫兹

通信产品、太赫兹技术应用仪器设备、太

赫兹技术部件、组件和设备的技术开发、

设计与销售（不含计量器具、医疗器械）；

国内贸易（不含专营、专控、专卖商品）；货

物及技术进出口。 （法律、行政法规或者

国务院决定禁止和规定在登记前须经批

准的项目除外）^太赫兹应用技术产品、太

赫兹技术产品、太赫兹检测仪器、测试仪

器、实验设备仪器、太赫兹人体及物体安

全检测类产品、太赫兹生物医药检测及测

试类仪器设备、太赫兹通信技术产品、太

赫兹技术应用仪器设备、太赫兹技术部

件、组件和设备的生产（不含计量器具、医

疗器械）。

100

40

深圳市华讯方

舟物业管理有

限公司

91440300MA5D

B5PHX9

控股子公司 深圳市

物业管理；房屋租赁；机电设备上门维护；

清洁服务；自动化工程、给排水工程、景观

工程、装饰工程设计、施工。 （法律、行政

法规、国务院决定规定在登记前须经批准

的项目除外）^园林绿化工程设计、施工；

机动车停放服务；物业管理培训。

85

41

深圳市华讯星

通讯有限公司

91440300MA5D

CH1F9T

全资子公司 深圳市

卫星宽带通信设备系统、卫星转载器的研

发、租赁与销售；近地小卫星设备系统研

发；国内贸易，货物及技术进出口。

100

42

华讯方舟科技

（湖北）有限

公司

91421000070778

977K

控股子公司 荆州市

数字电视机顶盒、高频调谐器、高频及超

高频通信系统、数字电视前端设备、数字

电视软件产品、有线电视网络设备、无线

广播电视传输设备、数字化用户信息网络

终端产品、网络系统集成、微波有源和无

源器件、电子元器件、自动化产品、机器人、

专用半导体器件、计算机软硬件、通讯产

品、移动电话机、电子书包的研发、生产、

销售；PCB加工（不含印刷电路板的生产）

与销售；节能技术推广服务；照明应用系

统工程安装、调试、维修，城市及道路照明

工程专项设计、施工，室内外及园林照明

系统设计、施工；合同能源管理项目服务；

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代理进出口（不

含国家禁止或限制进出口的货物和技术）

（上述经营范围中涉及许可的，凭相关许

可证开展经营活动）。

62.5

43

湖北典伦进出

口贸易有限公

司

91421000MA48

BKF44P

全资子公司 荆州市 自营和代理技术及商品进出口 62.5

44

中山市华讯方

舟投资有限公

司

91442000MA4U

UP7AXC

全资子公司 中山市

投资房地产；房地产开发；货物及技术进

出口

100

45

中山市华讯方

舟技术开发有

限公司

91442000MA4U

UNPL9C

全资子公司 中山市

研发、生产、销售：卫星通信产品；研发：毫

米波系统与终端；货物及技术进出口

100

46

深圳市天谷投

资有限公司

91440300MA5E

E05R80

全资子公司 深圳市

投资兴办实业（具体项目另行申报）；安检

设备的研发、销售与租赁；计算机软硬件、

通讯产品、移动电话机的技术开发及销

售；金属材料、半导体的研发及销售；电子

产品的销售；国内商业、物资供销业；货物

及技术进出口；企业管理咨询（不含人才

中介服务）；环保科技信息咨询；物业管

理。 （法律、行政法规、国务院决定禁止的

项目除外，限制的项目须取得许可后方可

经营）^

100

2、非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取得的子公司

序

号

公司名称

注册号/商业登记

号

子公司类型 注册地 经营范围 持股比例

1

深圳市华讯新

天地科技有限

公司

440301105700203 控股子公司 深圳市

计算机软硬件、通讯产品、移动电话机的

技术开发及销售；金属材料、半导体的研

发及销售；电子产品的销售；国内贸易，货

物及技术进出口。 （以上均不含法律、行

政法规、国务院决定规定须经批准的项

目）。 ^计算机软硬件、通讯产品、移动电

话机的生产；金属材料、半导体的生产。

51

2

华讯国际集团

有限公司

1223578 全资子公司 香港 贸易 100

3

华讯方舟股份

有限公司

9113000010436487

XC

控股子公司 保定市

电气设备、光电机械设备、气象专用仪器、

电子产品的研发、生产、销售；软件产品研

发、销售及维护服务；卫星通信技术、网络

技术的技术研发；货物和技术的进出口业

务。

29.8

4

深圳市智通达

信息咨询有限

公司

9144030008829767

X1

全资子公司 深圳市

商务信息咨询；企业管理咨询；企业形象

策划；市场营销策划；礼仪策划；会务策

划；公关策划；展览展示策划；承办经批准

的商务文化交流活动；房地产经纪；房屋

租赁；投资咨询；投资项目策划；财务管理

咨询；经济信息咨询；翻译服务；国内贸

易；经营进出口业务。

100

5

深圳市惠研创

科技有限公司

91440300306140225

4

全资子公司 深圳市

电子产品、机电产品、通讯设备、五金建材、

计算机软硬件的技术开发与销售；投资兴

办实业；文化活动策划；信息咨询；国内贸

易；经营进出口业务。

100

6

深圳市很发通

电子有限公司

440301107009552 全资子公司 深圳市

电子元器件、集成电路、光电产品、半导体、

太阳能产品、仪表配件、数字电视播放产

品及通讯产品、干燥机、工业除湿机、净化

设备、机电机械、制冷设备、会议公共广播

设备、航空电子设备、测试设备的技术开

发及销售；智能交通产品的研发；道路交

通设施的安装、技术研发与销售，国内贸

易（不含专营、专控、专卖商品），经营进出

口业务。 ^

100

7

深圳市狼翔投

资有限公司

91440300087021874

2

全资子公司 深圳市

受托管理股权投资基金（不得以公开方式

募集资金，不得从事公开募集基金管理业

务）；受托资产管理、投资管理（不得从事

信托、金融资产管理、证券资产管理、保险

资产管理等业务），股权投资，投资咨询、

经济信息咨询；企业管理咨询（根据法律、

行政法规、国务院决定等规定需要审批

的，依法取得相关审批文件后方可经营）；

房屋租赁；国内贸易(不含专营、专控、专卖

商品)；经营进出口业务（法律、行政法规、

国务院决定禁止的项目除外，限制的项目

须取得许可后方可经营）；投资兴办实业

（具体项目另行申报)。

100

8

吉林市吉研高

科技纤维有限

责任公司

91220294753645356

G

控股子公司 吉林市

聚丙烯腈基碳纤维及制品、黏胶基碳纤

维、碳纤维复合材料自行车及部件制造；

批发兼零售各种纤维制品、塑料制品、化

工产品（不含化学危险品）、建材（不含木

材）、百货杂品、体育用品、运动的器材。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

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其主营业务为碳

纤维制品的生产与销售，主要产品有碳素

纤维自行车等。

60

（二）发行人主要子公司情况

华讯方舟股份有限公司原名恒天天鹅股份有限公司，成立于1997年2月，是发行人控股的一家上市公司（简称“华讯方

舟” ，股票代码为000687），于2015年完成重组的华讯方舟，是一家致力于推进国防与军队信息化建设的综合防务服务商。 截

至2017年3月31日总资产37.73亿元，净资产13.76亿元，2017年1-3月实现营业收入28,276.35万元，净利润1,099.54万元。 截至

2017年3月31日，发行人共持有华讯方舟2.26亿股，持股比例为29.80%，所持股票全部用于质押。

华讯方舟科技（湖北）有限公司，是发行人控股子公司，主要从事数字电视机顶盒、数字化用户信息网络终端产品、机器

人、电子书包的研发、生产、销售；PCB加工（不含印刷电路板的生产）与销售、合同能源管理项目服务；货物进出口服务等。

截至2017年3月31日总资产4.95亿元，净资产2.48亿元，2017年1-3月实现营业收入4,911.18万元，净利润1,025.52万元。

贵州华讯方舟科技有限公司，是发行人控股子公司，主要从事于批零兼营：手机及手机配件、通讯设备、电子产品、电器

机械及器材、仪器仪表、计算机及配件；计算机系统服务。截至2017年3月31日，发行人持有其70%股份。截至2017年3月31日总

资产7,647.12万元，净资产5,793.26亿元，2017年1-3月公司营业收入为5,177.73万元，净利润为-256.53万元。

四、股权结构图和实际控制人情况

（一）股权结构图

吴光胜先生直接持有华讯方舟科技有限公司39.98%的股份，是发行人的控股股东，也是发行人的实际控制人。

截至2017年3月31日，发行人与实际控制人及各级股东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如图所示：

（二）公司股东基本情况

1、吴光胜

截至2017年3月31日，公司的控股股东吴光胜实缴出资15,993.60万元人民币，直接持有华讯方舟科技有限公司39.98%的

股份，故吴光胜为发行人的实际控制人。 个人介绍见下述实际控制人简介。

2、黄永江

截至2017年3月31日，公司的控股股东黄永江实缴出资7,526.40万元人民币，直接持有华讯方舟科技有限公司18.82%的股

份，为发行人的第二大股东。

黄永江，男，1953年出生，汉族，中共党员，浙江大学材料科学与工程学系学士毕业，现任公司董事及战略发展委员会主

席。 曾任航中工具总厂总工程师、浙江港澳新型建材有限公司投资部经理，1996年开始从事通信行业，先后在美国华特通讯

有限公司（World� Communications� Group）、光通网络技术（中国）有限公司、太极通工科技有限公司、北京天地宽通信技术

有限公司担任CTO/VP。 2007年至今供职于华讯方舟科技。

3、项俊晖

截至2017年3月31日，公司的控股股东项俊晖实缴出资3,010.56万元人民币，直接持有华讯方舟科技有限公司7.53%的股

份。

项俊晖，男，1969年出生，汉族，湖北沙市大学工业与民用建筑专业大专学位毕业，现任公司董事及副总经理。 曾供职于

湖北省沙市市建筑设计院、广东省顺德市水利局，1996年投资组建顺德市碧源环境工程有限公司，2003年至2007年先后担任

深圳市星方通讯技术有限公司总经理，深圳市深大中讯通信设备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深圳市普奥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2007

年投资组建华讯方舟科技有限公司，任职董事及副总经理。

4、冯军正

截至2017年3月31日，公司的控股股东冯军正实缴出资1,128.96万元人民币，直接持有华讯方舟科技有限公司2.82%的股

份。

冯军正，男，1977年出生，汉族，吉林大学勘察技术与工程专业学士学位毕业，现任公司董事及副总经理。 曾任深圳市中

讯天创通信技术有限公司、北京邦目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及武汉圣光科技有限公司、深圳润汇科技有限公司销售总监、副总经

理等职务。 2007年8月至今，担任公司董事及副总经理。

5、融捷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截至2017年3月31日，公司的法人股东融捷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实缴出资6,021.12万元人民币，直接持有华讯方舟科技

有限公司15.05%的股份。

融捷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注册资本30,000万元人民币，注册地址为广州市天河区珠江西路5号4501房，法定代表人是

吕向阳先生，公司经营范围为：企业自有资金投资；城市及道路照明工程施工；日用杂品综合零售；企业管理咨询服务；能源

管理服务；商品批发贸易（许可审批类商品除外）；百货零售（食品零售除外）；投资管理服务；技术进出口；节能技术推广服

务；货物进出口（专营专控商品除外）；资产管理（不含许可审批项目）；投资咨询服务；企业财务咨询服务。

6、深圳市银鼎东科技有限公司

截至2017年3月31日，公司的法人股东深圳市银鼎东科技有限公司实缴出资3,951.36万元人民币，直接持有华讯方舟科技

有限公司9.88%的股份。

深圳市银鼎东科技有限公司，注册资本为69.2万元人民币，注册地址为深圳市宝安区沙井街道沙二社区怡安花园B2栋

1301，法定代表人是辛见卓先生，公司经营范围为：电子产品，通讯产品的技术研发与销售；国内贸易。（法律、行政法规、国

务院决定规定在登记前须经批准的项目除外）。

7、长城新盛信托有限责任公司

截至2017年3月31日，公司的法人股东长城新盛信托有限责任公司，实缴出资1,568万元人民币，直接持有华讯方舟科技

有限公司3.92%的股份。

8、深圳方德信基金有限公司

截至2017年3月31日，公司的法人股东深圳方德信基金有限公司，实缴出资800万元人民币，直接持有华讯方舟科技有限

公司2%的股份。

深圳方德信基金有限公司，注册资本为10,000万人民币，注册地址为深圳市前海深港合作区前湾一路1号A栋201室，法定

代表人是钟梁，公司经营范围是：企业上市业务咨询、财务咨询及其他信息咨询（以上均不含限制项目）；项目投资（具体项

目另行申报）；投资咨询、投资管理（不含限制项目）；受托管理股权投资基金（不得以任何方式公开募集和发行基金及其它

限制项目）；受托资产管理（不得从事信托、金融资产管理、证券资产管理等业务）。

（三）实际控制人

发行人实际控制人为吴光胜先生。

吴光胜，男，1979年出生，身份证号429001197901137691。 持有公司39.98%股权，现任公司副董事长，系华讯方舟科技的创

始人和实际运营人，为公司实际控制人。 吴光胜先生2001年至2005年任中国船舶重工集团第七研究院总部党委干部、ABCS

项目组联调组长、科技开发管理部部长助理，2005年至2007年担任北京庄源国际投资咨询有限公司总裁、副董事长。 2007年

创办华讯方舟科技。 目前还担任全国工商联科技装备商会理事。

（四）发行人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直接或间接持有发行人股权质押情况

截至募集说明书签署日，发行人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直接或间接持有发行人股权质押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出资额

(万元)

出资比例 股东类别

受限质押股

权

股权人

吴光胜 15,992 39.98% 自然人

8.00% 长城新盛信托有限责任公司

15.00% 深圳市新安实业有限公司

9.00% 民生金融租赁股份有限公司

6.50% 前海股权投资基金（有限合伙）

1.48% 长城新盛信托有限责任公司

黄永江 7,528 18.82% 自然人 5.50% 长城新盛信托有限责任公司

深圳市银鼎东科技

有限公司

3,952 9.88% 企业法人

5.00% 深圳市宝安区西乡街道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2.00% 广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

2.88% 长城新盛信托有限责任公司

项俊晖 3,012 7.53% 自然人 7.50% 民生金融租赁股份有限公司

冯军正 1,128 2.82% 自然人

2.50% 民生金融租赁股份有限公司

0.14% 长城新盛信托有限责任公司

合计 31,612 79.03% 65.50%

(下转B27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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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closure

信息披露

zqsb@stcn.com� (0755)83501750

主体长期信用等级

跟踪评级结果：AA评级展望：稳定

上次评级结果：AA评级展望：稳定

债项信用等级

债券简称 债券规模 债券期限 上次评级结果 跟踪评级结果 上次评级时间

17华讯01 3亿元 3年（2+1） AA AA 2017年1月16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