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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环球磁卡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一 重要提示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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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者应当到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等中国证监会指定媒体上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

文。 

2 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半年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

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3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会议。 

4 本半年度报告未经审计。 

5 经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本公司2017年半年度不进行利润分配或公积金转增股本。 

二 公司基本情况 

2.1 公司简介 

公司股票简况 

股票种类 股票上市交易所 股票简称 股票代码 变更前股票简称 

A股 上海证券交易所 天津磁卡 600800 ST磁卡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李金宏 秦竹青、张尧 

电话 022-58585662 

022-58585858-2191 

022-58585662 

022-58585858-2191 

办公地址 天津市河西区解放南路325号 天津市河西区解放南路325号 

电子信箱 jrzqb@gmcc.com.cn jrzqb@gmcc.com.cn 

 

2.2 公司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

增减(%) 

总资产 554,943,042.69 599,148,648.09 -7.3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85,093,505.00 118,267,949.24 -28.05 



东的净资产 

 本报告期 

（1-6月）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

减(%)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41,864,578.98 -53,775,889.92 不适用 

营业收入 63,558,535.12 60,524,516.69 5.0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 

-33,032,809.95 -35,371,821.89 不适用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 

-33,014,327.17 -37,504,304.00 不适用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

益率（%） 

-32.49 -43.62 增加11.13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

股） 

-0.0540 -0.0579 不适用 

稀释每股收益（元／

股） 

-0.0540 -0.0579 不适用 

 

2.3 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 股 

截止报告期末股东总数（户） 68,126 

截止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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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质押或冻结的股份

数量 

天津环球磁卡集团有限公

司 

国有法

人 

27.5286 168,274,523 0 质押 15,000,000 

徐锦章 未知 0.4000 2,444,900 0 未知   

邱江生 未知 0.3272 2,000,100 0 未知   

周柏太 未知 0.3272 2,000,000 0 未知   

陈楚山 未知 0.2972 1,816,700 0 未知   

孟宪慧 未知 0.2863 1,750,100 0 未知   

史良 未知 0.2604 1,591,971 0 未知   

罗洁 未知 0.2504 1,530,735 0 未知   

天津一德投资集团有限公

司 

国有法

人 

0.2489 1,521,388 0 冻结 1,521,388 

温建军 未知 0.2279 1,392,869 0 未知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中，公司第一大股东天津环球

磁卡集团有限公司与其他无限售条件股东之间不存在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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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知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

关联关系或属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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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

的说明 

无 

 

2.4 截止报告期末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前十名优先股股东情况表 

□适用 √不适用 

2.5 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适用 √不适用 

 

2.6 未到期及逾期未兑付公司债情况 

□适用 √不适用 

 

三 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3.1 经营情况的讨论与分析 

2017年上半年，公司全面落实年初确定的经济指标和各项工作目标，各项工作取得进展。各

地社保 IC卡市场份额较为稳定，二代证任务量较去年略有增长。上半年，公司实现首批社保金融

IC卡闪付卡的生产，金融 IC双界面卡也在新客户中实现了发卡。 

城市一卡通继续稳步推进交通部互联互通规范实施带动下的各地项目，加快各类新型机具及

后台系统的研发进度，进一步提升生产与服务质量。公司生产的“基于二维码支付的城市一卡通

专用读写机具”获得国家金卡工程 2017年度“金蚂蚁奖”——创新产品奖，连续十年获此殊荣。

公司研发的“智能聚合支付终端”获 2017中国物联网 RFID年度“中国智能终端创新产品奖”。同

时，经过中国信息产业商会智能卡专业委员会权威认定，公司 2016年度蝉联城市一卡通/公交 IC

卡收费管理专用机具产品销售排名第一。 

印刷产品方面，商业票据产品生产饱满，公司成为中国银行国债唯一印制企业，并成功入围

中央国家机关政府采购项目、青岛航空运输凭证项目和《中国大学生就业》项目。 

1、公司经营情况说明： 

（1）财务指标：工业总产值：7,589 万元，比去年同期度增长 7.93%；工业增加值：1,505

万元，比去年同期增长 7.96%；公司总资产 55,494.30 万元，总负债 50,524.37万元，所有者权益

4,969.94 万元，营业收入 6,355.85 万元，营业利润-3,412.56 万元，营业外收入 0.39 万元，营

业外支出 2.24 万元，实现净利润-3,414.41 万元，其中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3,303.28 万元，

期末未分配利润为-70,681.26 万元。 

（2）主营业务情况： 



数据卡方面，进一步扩展金融 IC卡、社保卡、公交卡、健康卡及煤、水、电气等社会公共事

业用卡的市场份额，二代证产品任务量较去年有所增长，与新型社区服务商全面合作国安卡及相

关配套产品，实现产品链的延伸。 

印刷产品方面，药品包装等产品依旧相对低迷，表格单据承揽量饱满，先后入围中国银行国

债、青岛航空、邮政航空、邯郸银行印制项目。 

城市一卡通新开发完成二维码支付车载机，并已先后在金华、徐州、重庆和天津滨海公交成

功运行或试运行，并完成国内首例全线覆盖手机扫码乘车项目，为下一步开拓市场奠定了坚实的

基础。 

2、2017 年上半年主要开展了四大方面工作： 

（1）积极适应市场变化  实现主业稳步发展  

公司紧随市场变化和需求，加大提升社保 IC卡、双界面卡、二代证产品、登机牌、发票、银

行单据、车载机等高附加值产品的承揽力度。顺应企业发展要求，增强整体承揽能力和市场判断

能力，促进市场信息和客户资源的有效交流，准确把握客户需求，发挥技术和设计人员各自优势，

配合业务人员协同作战，抢占市场份额，收到一定成效。 

（2）挖掘运营潜力  提升管理水平 

在生产运营体系中，有效发挥生产调度职能，保证了生产的连续性、均衡性和高效性。ERP

管理的常态性，有效、快捷、准确地提供原材料采购、生产工期、产成品入库和运输派送能力，

满足了市场和客户需求。 

为配合产品结构调整，实现产能与生产过程管控优化，提高生产效率和质量，在充分论证的

基础上，对公司生产工艺进行填平补齐。 

持续严格质量管理，保证产品质量。通过召开质量分析专题会，在生产部门开展 QC小组活动

和培训，共同实现质量目标。加强现场管理的巡查和问题排查，不定期对各部门进行监督检查，

发现问题及时反馈责任部门、责令整改，使公司生产环境及工作面貌得到改善。 

深化运营分析，增强把握能力。定期召开总经理办公会、生产会、市场分析会，针对当月生

产和销售工作进行针对性分析与部署，及时掌握生产进度，关注市场环境变化，推进对重点工作。 

（3）加强科研支持力度，提升整体竞争实力 

公司加大科研支持力度，围绕产品结构升级，进一步提升主业产品竞争力，取得一定成效。 

数据卡产品方面，根据市场变化和用户需求，不断升级维护现有社保项目、金融项目。社保

项目方面，对山东社保项目进行 PBOC3.0 芯片更新替代工作的同时，也正在为增加与银行的合作

进行技术开发；完成公司第一款双界面社保卡产品—天津社保项目中国银行双界面社保卡的发卡

工作；金融项目方面完成多地银行的发卡或国密改造，对邯郸市民卡项目、邯郸银行卡项目完成



了 PBOC3.0 升级，对渤海银行等项目完成了芯片升级转换工作。扩大住建部、交通部等各行业应

用的产品线。对《金融 IC卡测试规范》进行了升级完善，增加了国密和小额的测试标准，基本满

足了内部金融 IC卡的测试要求。 

积极作好研发成果申报、鉴定工作，隐形磁条卡项目入选天津市科技成果登记。兼具二维码

识别和 IC卡读取的终端设备获批专利。 

围绕印刷生产方面，遇水散色油墨项目完成了小试、中试，预计本年度结项；完成了 3D磁性

珠光丝网油墨项目磁性版的小试实验，可以达到生产要求。完成了镭射卡的物化检测，可以小批

量试生产。 

RFID项目方面，对《基于 RFID技术温湿度监测系统》的软件架构做升级改造，将原有的 C/S

架构升级为 B/S架构；将 EPD技术与 RFID温湿度标签相结合，开发适用于超市、药品、食品、易

变质产品冷链物流管理和仓储管理的新产品。 

（4）落实基础管理  提升管控水平 

公司在经营过程中不断完善制度管理，规范议事程序，修定《天津环球磁卡股份有限公司总

经理办公会议事规则》；结合当前法律法规变化及企业当前实际情况，对企业各项制度进一步梳理，

做好“废、改、立、留”，现已完成近 30 项制度的重新发布。重新梳理调整管理部门职责，进一

步明确责任，强化基础管理。 

对重点产品加强成本核算，坚持定期存货进盘点。严格控制管理费用，减少非生产性的费用

支出。加强供应商管理，不断降低原材料采购价格。深化实施 ERP 管理，规范主业生产运行。加

强能源管理，提升能源利用率。 

 

3.2 与上一会计期间相比，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原因及其影响 

□适用 √不适用 

 

3.3 报告期内发生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更正金额、原因及其影响。 

□适用 √不适用 

 

 

 

天津环球磁卡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7年 8月 22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