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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300399             证券简称：京天利          公告编码：2017-076号 

 

北京无线天利移动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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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异议声明 

姓名 职务 无法保证本报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的原因 

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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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钱永耀 董事 出差 陈洪亮 

张永泽 独立董事 出差 何帅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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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京天利 股票代码 3003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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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洪亮 赵景凤 

办公地址 
北京市石景山区实兴大街 30 号院 6 号楼 9

层 

北京市石景山区实兴大街 30 号院 6 号楼 9

层 

传真 010-57551123 010-57551123 

电话 010-57551331 010-57551331 

电子信箱 IRM@ihandy.cn IRM@ihandy.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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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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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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8,693,439.95 146,043,610.37 22.3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1,766,618.25 20,343,171.12 -108.6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后的净利润（元） 
17,717,554.45 17,377,727.84 1.96%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11,229,984.97 7,168,236.65 -256.66%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1 0.13 -107.69%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1 0.13 -107.69%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0.41% 4.67% -5.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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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23,111,532.24 504,854,335.26 3.6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427,017,829.16 434,864,447.41 -1.80%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单位：股 

报告期末股东总数 16,111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

总数（如有）（参见注 8） 
0 

持股 5%以上的股东或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报告期末持

股数量 

报告期

内增减

变动情

况 

持有有限

售条件的

股份数量 

持有无限售

条件的股份

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钱永耀 境内自然人 40.24% 61,165,840  60,934,140 231,700   

钱永美 境内自然人 11.13% 16,913,610  16,913,610 0   

江阴鑫源投资有限

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9.45% 14,364,000  14,364,000 0   

天津智汇投资合伙

企业（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人 7.50% 11,400,000  11,400,000 0   

邝青 境内自然人 2.64% 4,008,249  3,006,187 1,002,062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

有限责任公司 
国有法人 1.74% 2,644,040  0 2,644,040   

王勉 境内自然人 0.33% 500,700  0 500,700   

石云飞 境内自然人 0.21% 316,700  0 316,700   

胡维玲 境内自然人 0.17% 260,650  0 260,650   

张国丰 境内自然人 0.16% 250,047  0 250,047   

战略投资者或一般法人因配售新股

成为前 10 名股东的情况（如有）（参

见注 3） 

无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

明 

钱永美系钱永耀的姐姐，鑫源投资的控股股东及法定代表人为钱永美，天津智汇的普通合

伙人（执行事务合伙人）为钱永耀。 

前 10 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报告期末持有无限售条件股份数量 
股份种类 

股份种类 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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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2,644,040 人民币普通股 2,644,040 

王勉 500,700 人民币普通股 500,700 

石云飞 316,700 人民币普通股 316,700 

胡维玲 260,650 人民币普通股 260,650 

张国丰 250,047 人民币普通股 250,047 

大连獐子岛投资有限公司 220,000 人民币普通股 220,000 

苏珍珍 2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200,000 

刘戈 173,500 人民币普通股 173,500 

刘小明 160,700 人民币普通股 160,700 

何洪 158,800 人民币普通股 158,800 

前 10 名无限售流通股股东之间，以

及前 10 名无限售流通股股东和前 10

名股东之间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

说明 

无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明（如

有）（参见注 4） 

公司股东张国丰通过中山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 250,047 股，

合计持有 250,047 股。公司股东何洪除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 75,500 股份，还通过民生证

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 83,300 股，合计持有 158,800 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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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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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适用 √ 不适用 

三、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1、报告期经营情况简介 

2017年1-6月，公司实现营业收入17,869.34万元，同比增长22.36%；实现营业利润2,770.18万元，同比下降1.65%；归

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176.66万元，同比下降108.68%，主要因为公司2017年1-6月计提了投资者诉讼的预计负债

3,006.85万元，导致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较上年同期大幅下降；但是2017年1-6月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为1,771.76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1.96%，保持了主营业务的持续稳定。 

MAS业务由于酬金政策有所调整，2017年1-6月实现收入1,310.50万元，较上年同期下降36.13%。ICT综合服务平台业务

出现小幅下降，2017年1-6月实现收入7,522.97万元，同比下降5.95%。移动金融产品及应用服务由于业务进一步成熟出现增

长，2017年1-6月实现收入1,690.90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50.68%。互联网保险作为业务创新的主要方向，2017年1-6月实现

收入7,344.98万元，同比增长114.06%。 

 1、公司的主要业务经营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主营业务所处移动信息服务行业，主营业务的收入同比略有下降。其中MAS业务上半年的采购订单签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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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撑费用结算及回款工作等均正常完成，但整体酬金收入同比下降。ICT业务的通道成本降低，但受到移动互联网的快速发

展冲击，客户结合了APP客户端、微信等多元化服务手段，导致收入同比也略有下降。 

整体行业方面，由于移动互联网的快速增长，各行各业通过移动客户端、微信等更多元化的方式，全方位的为客户提供

更全面的服务，在一定程度上对短信业务的发展造成了冲击，但短信服务形式因其方便性、覆盖面、及时性、稳定性和安全

性，仍然是不可替代的服务形式。随着行业竞争者逐渐增多，从利润分配情况看，主营业务更多在服务价格上让利用户，此

外考虑到服务差异化和稳定安全性等，在业务平台打造上，公司也进行了技术持续升级，从而提升了行业客户的服务感受。 

在移动互联网时代，短信在原生性的创新上虽然难以发掘，但新兴的行业场景对短信的刚需程度并没有减少。体现在业

务层面显示为主营业务的行业客户出现明显分化，公司不断加大对银行、航空、物流、互联网电商等行业客户的服务和拓展，

获得良好效果。 

2、移动金融产品及应用服务经营情况 

移动金融产品及应用服务作为公司转型创新点之一，在报告期间内取得了良好效果。公司通过多年精深耕耘，积累了大

量的行业客户，在为其提供基础的传统的移动信息服务基础上，通过加强在移动金融产品和应用服务上的开拓，结合大数据、

云计算、人工智能等最新技术，为现有行业客户提供了良好的智能化移动服务体系，通过结合服务场景，帮助客户提升用户

转化率、提升整体服务效果。 

3、互联网保险及创新业务经营情况 

报告期内，互联网保险业务的工作进展主要体现在平台建设和对外合作方面。互联网小额保险除继续发展已有的航班延

误险、手机3C保险等相关互联网保险业务外，增加了教育考试险等结合付费场景的新产品。车险业务方面，考虑到目前互联

网车险经纪代理渠道垂直市场的信息化水平不足、出单效率低下、管理成本高等行业现状，公司从合规展业、高效管理和放

大产能出发，通过对控股子公司的资源整合和渠道整合，初步完成了业务平台的搭建工作。 

此外，公司深入了解并分析了云技术在金融领域的服务前景，立足于市场调研反馈，以协助机构完成商务拓展为业务发

展方向。公司的时空云业务平台依托互联网和移动互联网的高效传播、信息透明和成本低廉等优势，为金融机构构建稳定、

高效的业务拓展平台，搭建起了串接金融产品提供者、金融产品代理机构、金融产品代理人、金融投资者以及金融产品消费

者之间的沟通桥梁。公司积极拓展金融机构就基于移动互联网应用的微营销业务拓展和微课堂业务培训等项服务达成具体合

作意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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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部颁布《关于印发修订<企业会计准则第 16 号—政府补助>的通知》（财会[2017]15 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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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至新政府补助准则施行

日之间新增的政府补助根据新政府补助准则进行调整，可比会计期间的财务报表不进行追溯调整。根据财政部的相关要求，

公司对会计政策予以相应变更。该会计政策的变更对公司 2017 年度以前及 2017 年半年度财务报告无重大影响，公司预计对

2017 年全年财务报告也没有重大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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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报告期无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 


	一、重要提示
	二、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简介
	2、主要财务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4、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5、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10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6、公司债券情况

	三、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1、报告期经营情况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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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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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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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