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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123                           证券简称：梦网荣信                           公告编号：2017-064 

梦网荣信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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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有董事均出席了审议本次半年报的董事会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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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梦网荣信 股票代码 002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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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李局春 朱雯雯 

办公地址 
深圳市南山区高新中四道 30 号龙泰利科

技大厦 2 层 

深圳市南山区高新中四道30号龙泰利科技

大厦 2 层 

电话 0755-86017997 0755-86017719 

电子信箱 lijuchun@montnets.com zhuwenwen@montnets.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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93,316,140.69 1,229,989,835.12 -2.9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154,925,599.32 147,235,218.90 5.2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的净利润（元） 
64,685,354.47 96,658,617.72 -33.08%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7,370,140.18 -33,438,083.94 122.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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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8 0.17 5.88%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8 0.17 5.88%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2.98% 2.98% 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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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831,588,938.64 6,966,661,457.27 -1.9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5,137,423,977.78 5,143,798,464.83 -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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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9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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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余文胜 境内自然人 17.28% 148,907,403 111,680,553 质押 104,590,000 

深圳市深港产

学研创业投资

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8.19% 70,573,316 0 质押 44,592,050 

左强 境内自然人 5.18% 44,589,732 43,942,299 质押 43,942,299 

孙慧 境内自然人 4.60% 39,603,732 39,219,432 质押 39,000,000 

上海域鸿投资

管理中心（有限

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

人 
4.55% 39,219,432 39,219,432   

上海金融发展

投资基金（有限

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

人 
2.43% 20,936,550 0   

深圳市万达高

创投投资有限

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1.86% 16,043,502 0 质押 10,000,000 

陈新 境内自然人 1.55% 13,324,189 10,267,207 质押 8,650,000 

深圳市松禾成

长创业投资合

伙企业（有限合

伙） 

境内非国有法

人 
1.41% 12,157,070 12,157,070   

全国社保基金

一零二组合 
其他 1.04% 8,999,881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

的说明 

深圳市深港产学研创业投资有限公司及其一致行动人深圳市松禾成长创业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与其他前 10 名股东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也不属于《上市公司股东持股变动

信息披露管理办法》中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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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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控股股东名称 余文胜 

变更日期 2017 年 02 月 06 日 

指定网站查询索引 巨潮资讯网《公司关于实际控制人变更的公告》（2017-017） 

指定网站披露日期 2017 年 02 月 09 日 

实际控制人报告期内变更 

√ 适用 □ 不适用  

新实际控制人名称 余文胜 

变更日期 2017 年 02 月 06 日 

指定网站查询索引 巨潮资讯网《公司关于实际控制人变更的公告》（2017-017） 

指定网站披露日期 2017 年 02 月 0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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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公司债券基本信息 

债券名称 债券简称 债券代码 到期日 债券余额（万元） 利率 

2013 年荣信电

力电子股份有

限公司公司债

券（第一期） 

13 荣信 01 112145.SZ 2018 年 01 月 18 日 13,539.44 5.90% 

（2）公司报告期末和上年末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万元 

项目 本报告期末 上年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末增减 

资产负债率 24.57% 26.22% -1.65% 

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EBITDA 利息保障倍数 17.47 9.4 85.85% 

三、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1、报告期经营情况简介 

报告期内，公司继续通过缩减规模、出售电子电力资产等举措，努力降低损失，集中优势资源发展重

点产品，公司主业正由重组后的双主业发展逐步转向移动互联网运营支撑服务业务的单主业发展。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119,331.61万元，同比减少2.98%；实现营业利润16,856.49万元，同比增

长8.12%；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净利润15,492.56万元，同比增长5.22%｡其中：梦网科技对公司2017年

上半年业绩贡献为15,584.35万元。 

2017年上半年，梦网科技实现营业收入83,318.41万元，同比增长30.36%；实现营业利润16,928.69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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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比增长6.38%；实现归属于梦网科技所有者的净利润15,584.35万元，同比增长8.35%。 2017年上半年梦

网科技利润较去年同期增速放缓的原因主要在于梦网科技公司今年对研发的投入持续大幅增加，特别是基

于储备公司未来新的利润增长点，对新业务的多方面投入开发导致期间费用增加。  

报告期，公司营业收入同比减少2.98%，主要是电力电子业务部分资产处置，导致电力业务收入减少。 

报告期，公司营业利润同比增长8.12%、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同比增长5.22%，整体保持平稳

增长。 

报告期，公司成本控制取得一定效果，期间费用呈下降趋势，其中：销售费用11,022.23万元，同比下

降15.96%；财务费用965.70万元，同比下降26.84%；管理费用14,451.05万元，同比增加0.85%。 

报告期，公司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为737.01万元，同比增长122.04%，主要是本期经营活动产

生的现金流入大于现金流出所致。 

报告期，公司综合毛利30.30%，同比下降2.70%，电力电子产品毛利同比增长4.17%，主要是由于本报

告期执行的合同质量较高，盈利性较强；梦网科技公司业务毛利率为27.59%，较梦网科技公司上年同期业

务毛利率下降5.92%。 

报告期，公司收购深圳百科信息技术有限公司剩余73.52%股权，百科信息成为公司全资子公司，并正

式更名为深圳市梦网百科信息技术有限公司。公司将子公司荣信电力工程DMCC公司100%股权、荣信电力

有限公司（英国）100%股权、北京荣信慧科科技有限公司85%股权、荣信电气传动系统（上海）有限公司

100%股权转让给时为公司子公司的荣信汇科电气技术有限责任公司，后又将荣信汇科电气技术有限责任公

司100%股权通过公开挂牌转让的方式出售，以进一步优化和整合公司传统业务。汇科电气已于2017年6月

29日办理完成工商变更登记手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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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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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报告期，公司收购原参股公司深圳百科信息技术有限公司73.52%的股权，由此公司持有其100%的股

权，自2017年6月纳入合并报表。 

2.报告期，公司将持有的荣信电力工程 DMCC 公司 100%股权、 荣信电力有限公司（英国） 100% 股

权、北京荣信慧科科技有限公司 85%股权、荣信电气传动系统（上海）有限公司100%股权，通过协议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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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的方式转让给荣信汇科电气技术有限责任公司，后将持有的荣信汇科电气技术有限责任公司100%的股权

转让，上述五家公司均不再纳入合并报表。 

3.报告期，公司将持有的北京荣信瑞科科技发展有限公司85%的股权转让，不再纳入合并报表。 

 

 

 

梦网荣信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余文胜 

2017年8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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