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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300099                   证券简称：精准信息                     公告编号：2017-052 

尤洛卡精准信息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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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精准信息 股票代码 3000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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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曹洪伟 陈焕超 

办公地址 
山东省泰安市高新区凤祥路以西规划支

路以北 

山东省泰安市高新区凤祥路以西规划支

路以北 

电话 0538-8926155 0538-8926155 

电子信箱 chw600157@163.com chen19341912@163.com 

2、主要财务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

减 

营业收入（元） 90,998,559.97 53,979,455.53 68.5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6,341,103.43 2,499,647.94 153.6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后的净利润（元） 
5,705,811.39 3,056,031.62 86.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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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19,999,193.23 -6,152,264.99 不适用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096 0.0047 104.26%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096 0.0047 104.26%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0.38% 0.29% 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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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33,553,485.20 1,824,793,418.38 -5.0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1,595,779,050.85 1,655,493,481.06 -3.61%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报告期末股东总数 32,7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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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晶华 境内自然人 30.85% 203,760,813 152,820,610 质押 15,118,500 

李巍屹 境内自然人 7.17% 47,381,516 47,381,516   

闫相宏 境内自然人 5.91% 39,008,522 0   

李巍岩 境内自然人 2.55% 16,812,796 16,812,796   

李继昌 境内自然人 2.55% 16,812,796 16,812,796   

王敬芝 境内自然人 2.31% 15,284,360 15,284,360   

李新安 境内自然人 2.14% 14,101,087 10,575,815 质押 2,700,000 

李巍峰 境内自然人 0.85% 5,604,266 5,604,266   

高伟 境内自然人 0.82% 5,424,205 3,924,205   

田斌 境内自然人 0.79% 5,249,448 5,249,448 质押 5,249,447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

的说明 

1、公司股东李新安是股东王晶华的丈夫的妹夫。 

2、公司股东李巍屹与李巍岩、李巍峰为兄弟关系，李继昌与李巍屹、李巍岩和李巍

峰为父子关系，王敬芝与李巍屹、李巍岩和李巍峰为母子关系，按照《收购管理办法》，

构成一致行动人。 

3、除此之外，公司未知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知其他股东之间是否

属于《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

明（如有） 

1、股东倪福初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 70920 股，通过华鑫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客户信

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 3042712 股，实际合计持有 3,113,632 股。 

2、股东倪伟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 10000 股，通过湘财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

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 2400000 股，实际合计持有 2,410,000 股。 

3、股东李红妹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 516500 股，通过国都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

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 1711050 股，实际合计持有 2,227,550 股。 

4、股东张建刚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 67300 股，通过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

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 1975364 股，实际合计持有 2,042,6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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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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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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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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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董事会、管理层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和《公司章程》赋予的职责，严格执行股东大会决议，

不断完善公司治理水平，提升公司规范运作能力；同时，加强公司内部管理，调整产品结构及战略转型升

级，为未来发展奠定坚实的基础；持续加大研发投入，不断推进技术创新和产品创新，除了进一步巩固原

有竞争优势以外，积极布局煤矿安全运输、以高铁为首的轨道交通信息化、军工领域，实现企业、员工、

客户、投资者及社会的和谐共赢发展。 

经理班子及全体员工特别是富华宇祺及师凯科技两大子公司的领导和员工，在各自岗位上克艰攻难，

勤奋工作、默默奉献，较好地完成了经营任务。 

1、经营方面 

报告期内，公司围绕企业发展战略，严格执行公司年度经营计划，公司实现营业收入9099.86万元，

比去年同期增加68.58%；实现归属于公司普通股股东的净利润634.11万元，比去年同期增加153.68%。（1）

公司紧紧围绕年度发展规划及经营目标，稳步推进各项业务的开展。不断加大研发投入力度，新产品的投

放创造了新的市场需求，（2）公司坚持“有质量的增长”，严格筛选招投标项目，主动回避那些盈利预期

少、回款周期长的招投标项目。（3）公司不断优化内部管理流程、提升运营效率，广泛开展降本增效活动，

收到了预期效果。（4）ERP、PLM管理系统上线及优化，阿米巴管理在生产经营中落实与运用，充分调动了

管理层及员工的积极性、创造性与责任心，合力保障年初制定的各项目标及计划有效落实。 

2、“军民融合”初见成效 

报告期内，公司加大整合力度，充分调度与各子公司之间的市场渠道、产品研发、人力资源管理等方

面的协同效应，富华宇祺与师凯科技携手合作，取得了某军工通讯项目，并实现营业收入500万元。未来，

军民融合领域将成为公司重要的新增长点之一。西安军民融合产业基金在专业管理团队运作下，近期基本

完成了对某军工企业的投资工作。该企业主要从事无线通信领域、卫星导航领域、航电与测控领域系统及

终端产品的研发、生产、销售和服务。另外，西安军民融合产业基金前期储备的优质军工项目，将随着尽

职调查工作的完成，在下半年逐步落地实施。 

3、新产品、新技术进一步得到推广，成为公司新的增长点 

高铁WIFI一体化服务器设备及解决方案实现新突破，随着高铁标准动车”复兴号“获得首例成功应用，



尤洛卡精准信息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4 

高铁的存量改造及增量标配将推动公司轨道交通市场的需求增加，出货量将逐渐增加。 

4、投资者关系 

报告期内，公司不断增加信息披露的主动性，进一步提升透明度；通过年度网上业绩说明会和深交所

互动平台等沟通渠道与广大投资者进行互动、交流，加深投资者对公司的了解和认同，促进公司与投资者

之间长期、健康、稳定的关系，提升公司形象，实现公司价值和股东利益最大化。 

5、管理方面  

公司在报告期内聘请专业管理咨询机构，推行“阿米巴”管理模式改革，目前正在紧张进行中。与并

购标的的整合进展顺利，已经完成部分人员配备及财务的衔接，业务整合也进行中。为了更好地反映公司

转型战略的实施结果，恰当地定位公司的业务，报告期内经工商部门、交易所核准，公司完成了更名工作：

由“尤洛卡矿业安全工程股份有限公司”变为“尤洛卡精准信息工程股份有限公司”。证券简称由“尤洛

卡”变为“精准信息”。同时，报告期内公司探讨了员工股权激励事项。其它管理工作正常进行，内控效

果较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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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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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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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报告期无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 

 

 

 

 

 

 

 

尤洛卡精准信息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黄自伟    

                                                2017年8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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