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北京旋极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2016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1 

证券代码：300324                   证券简称：旋极信息                 公告编号：2016-100 

北京旋极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2016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1、重要提示 

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本报告摘要所载资料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摘自半年度报告全文，半年度报告全文刊载于巨潮资讯网等中国证监会指定网站。

投资者欲了解详细内容，应当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文。 

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内的半年度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负责人陈江涛、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刘明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罗世芳声明：保证本

半年度报告中财务报告的真实、完整。 

半年度报告是否经过审计 

□ 是 √ 否  

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旋极信息 股票代码 300324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姓名 黄海涛 

电话 010-82885950 

传真 010-82885950 

电子信箱 investor@watertek.com 

2、主要财务会计数据和股东变化 

（1）主要财务会计数据 

公司是否因会计政策变更及会计差错更正等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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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

增减 

营业总收入（元） 791,003,349.24 326,650,238.24 142.16% 

归属于上市公司普通股股东的净

利润（元） 
99,988,288.56 20,289,949.78 392.80% 

归属于上市公司普通股股东的扣

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元） 
101,683,604.29 21,631,538.78 370.07%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元） 
183,147,342.72 36,245,916.02 405.29% 

每股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

额（元/股） 
0.1832 0.0362 406.08%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143 0.0232 392.67%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143 0.0232 392.67%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7.19% 2.69% 4.50%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加权平均

净资产收益率 
7.31% 2.87% 4.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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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16,327,214.28 2,193,476,348.09 14.72% 

归属于上市公司普通股股东的所

有者权益（元） 
1,427,424,451.91 1,354,852,435.60 5.36% 

归属于上市公司普通股股东的每

股净资产（元/股） 
1.4275 1.3549 5.36% 

非经常性损益的项目及金额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项目 金额 说明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包括已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冲

销部分） 
-16,156.86 

处置固定资产损失

16156.86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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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与企业业务密切相关，按

照国家统一标准定额或定量享受的政府补助除外） 
20,000.00 街道补助 

除同公司正常经营业务相关的有效套期保值业务外，

持有交易性金融资产、交易性金融负债产生的公允价

值变动损益，以及处置交易性金融资产、交易性金融

负债和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取得的投资收益 

3,635,094.59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生投资

收益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3,905,905.62 

北京旋极捐赠支出

4,000,000.00 元，定向捐赠

给爱佑慈善基金会，用于支

持其新生北京儿童养护中

心的运营；收取房租违约金

11,634.00 元，工商罚款支

出 30,000.00 元，IT 延保超

期支出 12,300.00 元，其他

为零星收入。 

减：所得税影响额 255,476.27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1,172,871.57  

合计 -1,695,315.73 -- 

对公司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 1 号——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界定的非经常

性损益项目，以及把《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 1 号——非经常性损益》中列举的非经

常性损益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的项目，应说明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将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 1 号——非经常性损益》定义、

列举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的项目的情形。 

（2）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报告期末股东总数 26,1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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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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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江涛 境内自然人 39.03% 390,319,728 295,011,174 质押 250,730,794 

兴业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中

邮战略新兴产

业混合型证券

投资基金 

其他 3.80% 37,983,042 0   

中国农业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

－中邮信息产

业灵活配置混

合型证券投资

基金 

其他 3.16% 31,600,890 0   

北京中天涌慧

投资咨询有限

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3.13% 31,342,800 0 质押 31,342,800 

白巍 境内自然人 2.78% 27,790,622 27,758,822   

陈海涛 境内自然人 2.44% 24,408,630 0 质押 12,894,814 

刘希平 境内自然人 2.40% 24,036,730 18,027,548   

刘明  境内自然人 2.15% 21,519,702 16,139,776 质押 1,860,000 

董月芳 境内自然人 1.81% 18,123,528 18,123,528   

盖峰  境内自然人 1.64% 16,411,798 0 质押 3,500,0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

动的说明 

陈江涛与刘希平为夫妻关系、北京中天涌慧投资咨询有限公司为陈江涛及

其夫人 100%控股公司。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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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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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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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1）报告期经营情况简介 

公司主营嵌入式系统的开发、生产、销售和技术服务业务，主要致力于提供面向国防军工的嵌入式系统

测试产品及服务、电子元器件测试、筛选及可靠性保证服务、末端自组网无线通信产品；面向税务和金融

等行业的信息安全产品和服务、面向信息化的嵌入式行业智能移动终端产品；面向油气行业信息化的嵌入

式系统及服务；基于时空信息网格的大数据行业应用产品和服务。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总收入79,100.33万元，同比增加142.16%；其中：嵌入式系统测试产品及技术

服务业务及电子元器件测试、筛选及可靠性保证服务实现收入12,039.56万元，同比增长95.89%；嵌入式信

息安全产品业务实现收入63,996.52万元，同比增长169.15%；嵌入式行业智能移动终端产品及技术服务业

务实现收入40.21万元，同比下降94.38%；嵌入式系统开发及产品生产业务实现收入3,024.04万元，实现增

长49.27% 。 

（2）报告期公司主营业务是否存在重大变化 

□ 是 √ 否  

（3）报告期公司主营业务的构成 

占比 10%以上的产品或服务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营业收入 营业成本 毛利率 
营业收入比上

年同期增减 

营业成本比上

年同期增减 

毛利率比上年

同期增减 

分产品或服务 

行业信息安全

产品 

639,700,240.5

4 

229,067,554.6

6 
64.19% 169.65% 174.25% -0.60% 

（4）是否存在需要特别关注的经营季节性或周期性特征 

√ 是 □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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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报告期营业收入、营业成本、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总额或构成较前一报告期发生重大变化

的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报告期内，嵌入式信息安全产品业务中，基于“营改增”业务推进、防伪税控系统及装置与金税盘系统

打通，以及增值税发票系统升级政策的推行，公司积极扩大销售网络，使税控业务市场份额增加，销售收

入同比上年有大幅增长；同时，在嵌入式系统测试产品及技术服务业务中，公司以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

买资产的方式成功收购西安西谷，新增军用电子元器件测试、筛选及可靠性保证相关服务业务，为公司发

展增加新的利润增长点；同时与北京中软金卡信息技术有限公司业务整合顺利，报告期内，中软金卡销售

收入和利润较去年同期有大幅增加。 

4、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1）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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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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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更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本年度新设立子公司1家为北京旋极伏羲大数据技术有限公司，通过外部收购方新增子公司1家为

重庆百望九赋软件服务有限公司。公司因其他股东增资导致丧失控股权的子公司1家为汉荣捷通技术有限

公司。 

（4）董事会、监事会对会计师事务所本报告期“非标准审计报告”的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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