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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300205                           证券简称：天喻信息                            公告编号：2017-038 

武汉天喻信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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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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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程哲 董事 工作原因 李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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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喻信息 股票代码 3002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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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代恒 何娟 

办公地址 武汉市东湖新技术开发区华工大学科技园天喻楼 武汉市东湖新技术开发区华工大学科技园天喻楼 

电话 027-87920301 027-87920301 

电子信箱 daih@whty.com.cn hej@whty.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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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元） 1,060,365,211.91 808,783,092.63 31.1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29,579,692.88 35,254,262.57 -16.1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后的净利润（元） 
26,614,707.98 30,534,501.01 -12.84%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348,236,275.22 -269,761,917.02 -29.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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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688 0.082 -16.10%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688 0.082 -16.1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2.59% 3.12% -0.53百分点 

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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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94,738,964.72 1,660,173,620.22 20.1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1,171,362,169.89 1,108,653,914.45 5.66%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报告期末股东总数 24,257户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

股股东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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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 
持有有限售条件的

股份数量（股）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武汉华工创业投资有

限责任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26.14% 112,401,129 0   

武汉光谷创业投资基

金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16.81% 72,287,710 0   

武汉华中科技大产业

集团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5.68% 24,431,582 0   

余建隆 境内自然人 1.46% 6,267,200 0   

张新访 境内自然人 1.26% 5,419,710 4,064,782   

陕西省国际信托股份

有限公司－陕国投•

持盈 50号证券投资集

合资金信托计划 

其他 1.15% 4,930,412 0   

陈一帆 境外自然人 0.89% 3,807,500 0   

吕强 境内自然人 0.68% 2,931,510 0   

华润深国投信托有限

公司－润之信 20期集

合资金信托计划 

其他 0.47% 2,013,600 0   

向文 境内自然人 0.45% 1,942,200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武汉华工创业投资有限责任公司和武汉华中科技大产业集团有限公司受同一实

际控制人华中科技大学控制。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明 

公司股东余建隆通过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公

司 6,267,200 股股份。公司股东陈一帆通过长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

担保证券账户持有公司 3,807,500股股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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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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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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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围绕2017年经营计划，积极应对国内智能卡行业市场需求规模逐步缩减、价格下滑等不利影响因素，努

力降低产品成本，积极把握mPOS、刷卡设备等金融终端产品市场机会，继续加大区域教育云平台市场拓展并加强智慧教育产

品到局到校渠道建设，持续增强公司产品及服务的市场竞争力，努力实现业务的增长。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10.60亿元，同比增长31.11%；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2,957.97万元，同比下

降16.10%。公司营业收入同比增长的主要原因是mPOS、刷卡设备等金融终端产品销量同比大幅增加。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同比下降主要是由于金融终端产品销售收入同比大幅增长，其未达结算期的应收账款同比大幅增长，公司根据会计政

策对相应应收账款计提的坏账准备同比增加。公司营业收入同比增长而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同比下降主要是由于公

司产品收入构成比重发生变化。 

（一）数据安全业务 

国内金融IC卡产品市场高速增长期已结束，市场需求逐步缩减，竞争加剧。报告期内公司积极拓展市场，新入围8个金

融IC卡/金融社保卡/居民健康卡项目，但金融IC卡产品销量、销售收入同比下降，产品盈利水平进一步下滑。报告期内公司

通信智能卡业务团队积极应对严峻的行业形势，努力拓展市场，实现通信智能卡产品销量的同比增长，但由于该产品销售价

格同比大幅下降，产品毛利降幅较大。下半年，公司将在持续降低产品成本的同时，继续加大金融IC卡产品的市场拓展力度，

积极扩大金融IC卡和通信智能卡的海外市场，努力提高产品创新能力，优化产品销售结构，争取稳定公司智能卡业务的利润

水平。 

根据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2017年第一季度支付体系运行总体情况》报告，截至2017年第一季度末，国内支付系统联网

POS机具数量累计为2,548.90万台，一季度新增95.40万台。公司紧抓POS机具产品小型化、便利化的市场需求趋势，持续推

出符合市场需求的高性价比产品，积极拓展产品销售渠道，推动产品销售。报告期内公司mPOS、刷卡设备等金融终端产品销

量同比增长近三倍。下半年，公司将在继续做好现有产品市场的同时，积极推动二维码等新型金融终端产品的销售，紧跟智

能POS产品市场发展趋势，进一步扩大公司金融终端业务的收入规模。 

随着2016年5月“营改增”税制转换的完成，税控盘发盘高峰期已过，行业进入平稳发展阶段。报告期内公司税控盘产

品销量环比有一定幅度增长但同比下降；公司围绕税控盘用户需求，积极推进线上线下相结合的税务服务业务，纳税户数量

及相关服务收入同比有较大幅度增长。2017年7月2日，国家发改委发布《关于降低增值税税控系统产品及维护服务价格等有

关问题的通知》，要求从8月1日起降低税控盘、报税盘的价格及服务费，短期内将影响公司税控业务的盈利水平。下半年，

公司将争取尽快推出低成本税控盘产品/方案，加大百旺580、580百赋通、580旺票等提高纳税人办税效率的应用软件产品的

推广力度，争取在逐步恢复税控盘产品毛利率的同时大幅提升税务服务业务收入，实现公司税控业务的持续发展。 

报告期内，公司子公司武汉擎动网络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擎动网络”）与中信银行继续在全国范围内推广“信e

付”业务新的合作模式，已与中信银行总行及天津、郑州、宁波等17家分行签订了“信e付”业务合作协议。下半年，擎动

网络将加强“信e付”产品开发和优化，积极与中信银行各分行开展软件项目开发、运维、运营等外包服务业务，努力提升

外包服务用户数。 

（二）智慧教育业务 

公司从事的是以国家教育信息化为背景的K12智慧教育业务，在政策及教&学需求的推动下，相关行业持续蓬勃发展。教

育部《2017年教育信息化工作要点》提出“基本形成国家教育资源公共服务体系框架。国家教育资源公共服务平台实现与全

部省级平台及一批市县级平台、企业平台互联互通”，“发布中小学数字校园建设规范，继续开展中小学百所数字校园示范

校项目。充分发挥地方与学校积极性与主动性，引导各级各类学校开展数字校园、智慧校园建设与应用”。为落实教育部《教

育信息化“十三五”规划》，充分利用国家教育资源公共服务平台（以下简称“国家平台”）的建设成果，中央电教馆印发

《国家教育资源公共服务平台区域部署实施方案》，提出“为具备运行保障条件并选择国家平台部署的地区，在本地基础设

施的基础上，免费部署国家平台软件系统。通过国家平台区域部署方式，形成以国家平台、省级平台、城市平台互为补充、

互通互联的全国教育资源公共服务体系”。随着教育信息化建设工作的不断深入，教育信息化的建设重点已经从以“三通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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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台”为标志的“基础硬件环境”+“云平台”模式逐步向“区域平台”+“智慧课堂”+“智慧校园”方向发展，政府强调

各级平台的互联互通，积极部署区域平台，投入也在向购买智慧课堂、智慧校园等智慧教学应用、智慧终端等硬件及相关服

务倾斜。 

报告期内，公司围绕教育主管部门、学校、教师、学生用户需求持续完善教育云平台及智慧课堂、智慧校园、智慧终端

等智慧教育产品，深入贯彻“铺平台、拓渠道、全产品、大项目”的营销策略，努力拓展区域教育云平台市场，承接了广西

南宁市、浙江台州市、济南市市中区、海南昌江县、陕西米脂县等20余个区域教育云平台建设、运营/运维项目，承接了天

津市第四十五中学、杭州市下沙中学、武汉市德才中学、武汉市硚口区舵落口小学、扬州市梅岭小学等30余个智慧课堂、智

慧校园建设项目。下半年，公司将紧跟政策及市场导向，在占位区域云平台市场的同时，继续推进向教育云平台落地区域的

中小学校销售核心教学应用&资源、智慧课堂、智慧校园、教&学智慧终端等智慧教育系列产品和服务，努力把握政府PPP大

项目的市场机遇，推动公司智慧教育业务收入规模的持续增长，改善经营业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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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年5月10日财政部发布了修订后的《企业会计准则第16号——政府补助》。据此，相应会计政策变更如下：①与日

常活动相关的政府补助，由计入营业外收支改为按照经济业务实质计入其他收益或冲减相关成本费用，计入其他收益的，在

合并利润表与利润表中单独列报；②取得政策性优惠贷款贴息，改为以下两种方式处理：A、财政将贴息资金拨付给贷款银

行，由贷款银行以政策性优惠利率向公司提供贷款的，以借款的公允价值作为借款的入账价值并按照实际利率法计算借款费

用，实际收到的金额与借款公允价值之间的差额确认为递延收益。递延收益在借款存续期内采用实际利率法摊销，冲减相关

借款费用；B、财政将贴息资金直接拨付给公司的，将对应的贴息冲减相关借款费用。 

根据修订后的准则，变更后的会计政策自2017年6月12日起施行，对2017年1月1日存在的政府补助采用未来适用法处理，

对2017年1月1日至该准则施行之日之间新增的政府补助按该准则规定进行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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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子公司武汉天喻信通制卡有限公司已完成工商注销登记，不再纳入公司合并报表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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