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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300678                             证券简称：中科信息                       公告编号：2018-038 

中科院成都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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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和原因 

无   

声明：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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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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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科信息 股票代码 3006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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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尹邦明 吴琳琳 

办公地址 四川省成都市人民南路四段 9 号 四川省成都市人民南路四段 9 号 

电话 028-85221773 028-85135151 

电子信箱 dsh@casit.com.cn dsh@casit.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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元） 91,299,456.71 82,881,701.65 1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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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12,557,909.04 12,248,015.38 2.5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后的净利润（元） 
10,102,498.51 7,053,352.35 43.23%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34,374,903.18 -36,067,488.95 -4.69%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698 0.1633 -57.26%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698 0.1633 -57.26%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2.36% 3.60% -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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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48,186,378.26 689,087,643.31 -5.9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532,396,877.68 524,838,968.64 1.44%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报告期末股东总数 22,2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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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科学院控股

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33.51% 60,318,434 60,318,434   

成都宇中投资管

理中心（有限合

伙） 

境内非国有法人 26.45% 47,614,500 47,614,500   

四川埃德凯森科

技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4.58% 8,235,000 8,235,000   

深圳市恒合经纬

投资管理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人 3.71% 6,682,500 6,682,500   

全国社会保障基

金理事会转持一

户 

国有法人 2.50% 4,500,000 4,500,000   

国科瑞祺物联网

创业投资有限公

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1.50% 2,700,000 2,700,000   

上海联升创业投

资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1.40% 2,519,566 2,519,566   

胜利油田科泰石

油技术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1.35% 2,430,000 2,430,000 质押 1,773,000 

陈定一 境内自然人 0.53% 950,000 0   

杨伟东 境内自然人 0.19% 337,320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

说明 

中国科学院控股有限公司持有上海联升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16.33%股权；中国科学院控

股有限公司及其子公司中国科技产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分别持有国科瑞祺物联网创业

投资有限公司 11.76%和 5%股权。除上述关联关系外，上述股东无其他关联关系或一致

行动关系。 

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参与融资融券

业务股东情况说明（如有） 

公司自然人股东杨伟东除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 274,140 股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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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3,180 股，实际合计持有 337,320 股。 



中科院成都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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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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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软件与信息技术服务业 

2018年上半年，公司聚焦主营业务，以市场需求为导向，积极开展技术与产品研发，助力行业生产与

管理模式升级，提升行业信息化、智能化水平，使现有行业市场的优势地位得到巩固，业务规模和区域市

场逐步扩大。同时，研发团队积极投身于人脸识别、机器学习、机器视觉和大数据分析的研究，为智慧政

务、智慧城市、智慧医疗等重要领域的业务体系构建和产品应用推广，打造新的核心竞争力。报告期内，

实现营业收入9129.95万元，较去年同期增长10.16%；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1255.79万元，较

去年同期增长2.53%。实现扣非后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1010.25万元，较去年同期增长43.23%。 

公司坚持立足主业，面向行业升级需求，不断优化完善行业信息化整体解决方案，助力行业客户推进

原有系统更迭升级。市场开拓成效明显。报告期内，传统行业客户及行业外新客户订单持续增加，新签合

同额较去年同期增长17.06%。公司自主研制的第九代电子选举系统继圆满完成党的“十九”大选举服务任

务之后，于2018年3月全力保障了全国“两会”选举、表决工作的圆满完成。此次是公司新型电子选举系

统、电子表决系统首次同时为全国“两会”服务，电子表决系统在人民大会堂的大规模集中式现场表决应

用中表现出卓越的稳定性与可靠性。报告期内数字会议业务实现营业收入3965.51万元，较去年同期增长

33.89%。在烟草领域，公司积极将核心技术应用于行业开发新系统和产品，着力争取技术含量较高、行业

示范性好、毛利较高的重点项目，报告期内，烟草行业实现毛利润较去年同期增长78.14%。在石油领域，

公司紧跟中石油系统信息化建设需求趋势恢复增长的态势，积极开拓中国石油、四川石油系统等主要客户

的信息化需求，将适用于油气田自动化控制、作业监测、智能监控方面的新产品与新技术不断投入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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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期内，石油行业业务实现营业收入1371.03万元，较去年同期增长156.28%，实现毛利率50.70%,较去

年同期增加35.53个百分点。在印钞检测领域，联营公司中钞科信努力提升技术水平与产品质量，不断推

出新研发成果，新型印版检测系统、防伪线精准检测系统、纸张全彩色检测系统、新型卡片质量检测系统

等新产品在印钞检测的精度与速度指标上有了进一步的提升，获得客户的高度认可，设备销往香港、印尼、

德国等多个地区或国家。在政府及事业单位业务领域，公司最新研制的基于大数据及可视化技术的区域经

济监测与大数据分析平台、智慧政务服务平台整体解决方案、省级政务大数据共享及民生服务平台系统、

视频大数据智能检索分析系统等正在发展成为公司智慧政务业务的新增长点。 

报告期内，公司研发成果持续推出。适用于各种胶囊的质量检测的爆珠检测系统，实现薄膜检测、印

染质量检测、PCB版检测的通用检测平台，基于深度学习的复杂环境动态人脸识别、行为识别系统，视频

质量检测与人员计数系统，面向智慧医疗领域的经体表智能云超声设备、普及型多模态经食管超声心动监

护仪、人工智能麻醉循环辅助系统等面向公司主要业务领域及新业务的研发成果和系统问世，为公司在智

慧政务、智慧城市、智慧医疗领域开展进一步的业务拓展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动力。 

   公司资质体系建设长抓不懈，报告期内《安全生产许可证》到期续展工作顺利完成，还通过了 CMMI3 

级评估认证，在全国“金骏马奖”评选中荣获“科技创新上市公司”称号。全资子公司成都中科取得甲级

涉密信息系统集成资质，也通过了 CMMI3 级评估认证。高度重视财务管理制度的完善，不断加强内控管

理，完善大额采购和应收款监管，保证现金流正常。重视人才队伍建设，严格考核，优胜劣汰，重视培训，

保持了核心人才队伍的稳定。加强与媒体的联系沟通，对公司重要活动进行宣传策划、集中报道，扩大公

司知名度和美誉度。积极履行社会责任，关注员工成长与身心健康；不断提升产品与服务质量，维护客户

与消费者权益；开展精准扶贫和爱心捐赠活动，切实帮助对口扶贫单位的贫困村民“脱贫摘帽”；利用中

国科学院大学在公司设立的博士生、硕士生培养点，每年为社会培养输送大批高级人才；通过长期开展院

地合作，带动地方企业提高经济效益，创造了较好的社会效益。 

   公司严格按照上市公司应遵循的法律法规及相关规范性文件的规定，规范公司治理，持续完善公司内

部管理制度，真实、准确、完整、及时、公平地进行信息披露，确保全体股东享有平等权利。重视投资者

关系管理，加强与投资者的互动和沟通，提高公司透明度和诚信度，加深投资者对公司的了解和信任，建

立起良好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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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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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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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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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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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科院成都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董事长）： 

 

                                                                      2018年 8 月 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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