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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300038                           证券简称：梅泰诺                            公告编号：2017-053 

北京梅泰诺通信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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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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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梅泰诺  股票代码 3000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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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鹏 冷洁 

办公地址 
北京市海淀区花园东路 15 号旷怡大厦 7-9

层 

北京市海淀区花园东路 15 号旷怡大厦 7-9

层 

电话 010-82054080 010-82054080 

电子信箱 info@miteno.com info@miteno.com 

2、主要财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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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53,758,333.99 341,650,375.53 179.1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175,026,392.93 39,181,663.21 346.7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后的净利润（元） 
173,892,181.78 36,780,782.34 372.78%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152,348,500.61 -20,437,961.28 845.42% 



北京梅泰诺通信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2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6894 0.2058 234.99%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6894 0.2058 234.99%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3.38% 2.06% 1.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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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448,668,195.57 3,947,026,509.67 164.7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6,223,344,478.36 1,962,609,281.24 217.10%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报告期末股东总数 14,8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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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诺牧投资中

心（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人 39.99% 126,888,217 126,888,217 质押 55,737,870 

张敏 境内自然人 14.08% 44,690,000 33,517,500 质押 37,890,000 

贾明 境内自然人 2.53% 8,034,783 730,436   

中国建设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宝

盈资源优选混合

型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2.36% 7,500,000 0   

江西日月同辉投

资管理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2.07% 6,573,913 6,573,913   

张志勇 境内自然人 1.59% 5,056,600 3,792,450   

全国社保基金一

一四组合 
其他 1.52% 4,823,116 0   

东吴基金－农业

银行－东吴鼎鑫

6019 号－世真 5

号分级资产管理

计划 

其他 0.59% 1,884,836 0   

中国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富国改

革动力混合型证

券投资基金 

其他 0.54% 1,699,984 0   

全国社保基金六

零三组合 
其他 0.54% 1,699,863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

说明 

上述股东中，公司实际控制人张敏女士、张志勇先生与上海诺牧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为一致行动人。贾明与江西日月同辉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为一致行动人。公司未知其他前

十名股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知是否属于一致行动人。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明

（如有）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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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梅泰诺通信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3 

√ 适用 □ 不适用  

新控股股东名称 上海诺牧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变更日期 2017 年 03 月 24 日 

指定网站查询索引 www.cninfo.com.cn 

指定网站披露日期 2017 年 03 月 2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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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互联网营销业 

2017年上半年，公司紧紧围绕全年经营目标，以“信息基础设施投资运营”和“大数据+人工智能”业务为核心，促进内生

发展的不断提升和进化。在公司管理团队的带领下，以及全体员工的共同努力下，各项经营任务稳步推进，为实现全年的经

营目标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95,375.83万元，同比增长179.16%，实现营业利润19,458.65万元,

同比增长333.02%，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净利润17,502.64万元，同比增长346.70%。  

一、 通过跨界融合协同，打造梅泰诺的“大数据+人工智能”产业链 

报告期内，公司积极推进与并购标的公司业务协同和资源整合，充分协调公司内各全资及参股公司的业务资源，全面整

合公司及子公司范围内的客户及业务资源，专业人才、技术资源以及大数据资源，实现有效管理，高效运营，提高公司整体

增长动力。 

在业务协同方面，重点提出业务纵向一体化、横向多元化、战略联盟等多种企业公司整合模式。通过内生式挖掘和外延

式拓展两种路径并行的方式，推动公司业务协同工作和资源整合工作的开展。公司借助和共享企业间的优质资源，形成互补

融合的战略定位和利益共享机制，并注重以增量优化存量，将重点放在业务融合与产品创新上，不断创造新的协同业绩。在

“大数据+人工智能”领域实施纵深推进发展，是公司坚定不移的战略目标。公司将在既有移动互联网业务发展的基础上，通

过智力资源整合、产业资本推动及技术协同创新，打造公司的“大数据+人工智能”产业链。 

2017年5月，公司成立大数据研究院，聘任国家千人计划专家、乌镇智库理事长张晓东先生担任院长，聘任在Google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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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技术负责人和软件工程师的陈利人为首席科学家。研究院作为梅泰诺大数据布局的研发中心，负责技术和知识产权的积累，

同时主要面向政府、高校及企业提供专业服务。 

同时，梅泰诺大数据主线是企业化运作的互联网营销及大数据产业公司，由国内资深互联网营销、大数据领军人物程华

奕副总裁主管运营。 

二、 公司通过多措并举，尽快实现BBHI平台及服务在国内市场的本土化经营及初步产业化。 

公司希望通过BBHI公司的并购，将国际领先的互联网精准营销平台（SSP）服务于中国市场，为中国企业的“走出去”

和“引进来”，搭建更加开放的服务场景、创造更加高效的服务模式、提供更加优质的服务体验、带来持续增长的服务效益。 

子公司日月同行公司顺应互联网广告营销行业发展趋势，促进广告业务持续健康发展，继续加强与程序化购买客户的合

作力度，通过不断提高广告需求方的营销效果，维持渠道稳定，在友好合作的基础上，帮助渠道客户解决遇到的问题，保持

流量稳定发展。保证市场优势的基础上，开拓中小流量网站，开展推广合作。为广告需求方提供高价值服务，促进了业务的

持续增长。 

三、 通过产业基金投资，实现在“大数据+人工智能”领域的高科技项目储备和产业布局 

在2016年度发起设立北京高精尖产业发展基金-北京盛世泰诺股权投资中心基金的工作基础上，重点围绕公司在“大数

据+人工智能”等战略新兴产业的发展布局，实现在数据分析平台、精准营销服务等高精尖技术领域的股权项目投资落地。

2017年4月12日，并购基金完成工商注册，目前已经完成首期资金募集工作。 

2017年6月29日，公司凭借在大数据及AI等科技产业领先的优势，参与第21届中国国际软件博览会，会上梅泰诺展示了

在大数据、物联网、通信基础设施及高精尖产业并购基金各产业链的科技成果，其中大数据板块由首批千人计划专家领衔，

包括企业级大数据产品和大数据驱动的数字营销平台两大业务。物联网板块以互联、共享的智慧城市公共信息平台为基础，

拓展智慧社区、政务、旅游、地产等智慧行业应用的解决方案。 

四、 通过优化资源配置，实现信息基础设施事业稳中求进 

报告期内，公司继续集中力量优化资源配置，通过产业基金、融资租赁等工具的合理运用，有效推进公司的信息基础设

施业务，争取迈上一个新的发展平台。 

2017年6月9日公司凭借人工智能、物联网和大数据核心技术在智慧城市中的技术优势，以及在吉林、内蒙、贵州等地开

展的智慧城市项目的经验，当选为“中国智慧城市产业联盟常务副理事长单位”。尹洪涛总裁凭借在信息产业及通信行业的

丰富经验，当选为“中国智慧城市产业联盟常务副理事长”。在通信基础设施版块，公司作为智慧城市建设的积极参与者，

一直紧跟智慧城市发展大势，把路灯智能化作为智慧城市的突破口，依托母公司在物联网领域和大数据领域的技术实力，进

一步开拓路灯物联这个全新领域。 

五、 投后管理内部资源整合  

报告期内，公司积极推进与并购标的公司业务协同和资源整合，充分协调公司内各全资及参股公司的业务资源，全面整

合公司及子公司范围内的客户及业务资源，专业人才和技术资源以及大数据资源，实现有效管理，高效运营，提高公司整体

增长动力。在业务协同方面，重点提出业务纵向一体化、横向多元化、战略联盟等多种企业公司整合模式。通过内生式挖掘

和外延式拓展两种路径并行的方式，推动公司业务协同工作和资源整合工作的开展。公司借助和共享企业间的优质资源，形

成互补融合的战略定位和利益共享机制，并注重以增量优化存量，将重点放在业务融合与产品创新上，不断创造新的协同业

绩。  

报告期内，公司通过一系列积极有效的激励政策和业务指导模式，提供一个更开放的空间，促进了公司旗下各子公司间

的业务合作与协同，提升了各业务单元在客户、业务、资源等方面的整合效果，增速协同，让子公司间的业务真正“合体”，

创造更大价值，进一步增进各子公司间的业务往来，扩大业务竞争优势，促进业绩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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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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1、为进一步规范增值税会计处理，财政部2016年12月3日发布了财会[2016]22号《增值税会计处理规定》的通知，该

规定自发布之日起实施，原《营业税改征增值税试点有关企业会计处理规定》（财会〔2012〕13号）及《关于小微企业免征

增值税和营业税的会计处理规定》（财会〔2013〕24号）等有关增值税会计处理的规定同时废止。根据该规定，公司将2016

年5月1日起企业经营活动发生的房产税、土地使用税、车船使用税、印花税从“管理费用”项目重分类至“税金及附加”项

目，2016年5月1日前发生的税费不予调整，比较数据不予调整。 

2、2017年5月10日，财政部颁布了财会[2017]15号关于印发修订《企业会计准则第16号—政府补助》的通知，自2017

年6月12日起施行，2006年2月15日财政部印发的《财政部关于印发〈企业会计准则第1号——存货〉等38项具体准则的通知》

（财会〔2006〕3号）中的《企业会计准则第16号——政府补助》同时废止。根据上述会计准则的修订，公司需对原会计政

策进行相应变更，并按以上文件规定的起始日开始执行上述会计准则。根据该通知，公司将2017年1月1日至2017年6月30日

收到的与企业日常活动相关的政府补助1,359,368.41元从“营业外收入”调整至“其他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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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报告期内，新纳入合并报表范围的有上海锦阜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宁波诺信睿聚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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