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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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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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综艺股份 600770 --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顾政巍 邢雨梅 

电话 0513-86639999 0513-86639987 

办公地址 江苏省南通市通州区兴东镇综

艺数码城 

江苏省南通市通州区兴东镇综

艺数码城 

电子信箱 zygfdm@zy600770.com zygf@zy600770.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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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220,610,824.38 6,534,175,577.79 -4.8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3,499,919,206.20 3,518,011,649.54 -0.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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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65,441.94 -55,110,635.39 不适用 

营业收入 251,048,713.97 361,111,335.63 -30.4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70,608,341.70 20,108,080.05 251.1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

性损益的净利润 

-16,606,604.31 25,030,782.99 -166.34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2.01 0.58 增加1.43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5 0.02 150.00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5 0.02 15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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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1,2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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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通综艺投资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25.69 333,935,409 0 质押 313,000,000 

昝圣达 境内自然人 18.42 239,478,231 0 质押 230,900,000 

南通大兴服装绣品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2.23 28,932,949 0 质押 25,000,000 

中国证券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1.59 20,621,069 0 未知 0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国有法人 1.48 19,203,600 0 未知 0 

北京日月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0.64 8,346,791 0 未知 0 

贾玉梅 境内自然人 0.58 7,491,972 0 未知 0 

蒋立君 境内自然人 0.41 5,330,000 0 未知 0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

证 500 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

资基金 

其他 0.40 5,239,458 0 未知 0 

金道生 境内自然人 0.40 5,229,500 0 未知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公司前十名股东中，第一名南通综艺投资有限公司是第三

名南通大兴服装绣品有限公司的控股股东，第二名昝圣达是第

南通综艺投资有限公司的控股股东。除此之外，南通综艺投资

有限公司与其余七名股东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人的

情况，公司未知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人

的情况。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的说明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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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期内，面对复杂严峻的宏观经济形势和日趋激烈的行业竞争局面，公司围绕年度经营和

管理目标，各业务板块协调发展，整体运营形势稳定。2018年上半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25,104.87

万元，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7,060.83万元。 

 

（一）信息科技业务 

报告期内，毅能达在保障传统业务稳健经营的同时，通过设立研发型子公司，积极利用多年

积累的支付和身份识别技术，大力开发和推广新产品，在新产品的市场布局、业务延伸等方面加

大投入，努力应对传统卡业务市场的变化，寻求新的发展契机并为公司产品的转型和持续发展奠

定基础。 

传统业务方面，毅能达仍以非接触 CPU卡、接触式 CPU 卡、双界面卡等项目为主，相继中标

多个省份、地市电子收费项目、市民卡、公路通行卡、易通卡、居民医疗保险卡、校园卡、高速

公路卡等项目，但销售业绩相比上年同期有明显下滑，市场需求的降低、竞争激烈、价格下滑是

主要原因。其子公司大唐智能卡主要经营电信卡，是我国资深电信产品供应商，但电信卡业务经

过近 20年的充分竞争，利润已经较微博；同时，因传统卡市场的萎缩导致原先不从事电信卡业务

的厂商相继转战电信卡市场，从而加剧了市场竞争，价格不断下降。尽管大唐智能卡依靠其在电

信业务领域深厚的技术储备和积累，积极开拓电信新产品业务，但报告期销售仍然呈下滑态势。 

新业务方面，毅能达大力发展基于 IC卡技术的智能终端产品，在公安、社保、交通等多个领

域推出智能终端服务，积极融入全国各地智慧城市建设的大环境大趋势，不仅有效缓解了政府公

共事务窗口的工作量，也响应了国家为人民群众着想、方便人民群众办事“只跑一次”的方针大

略。该公司上半年推出的“24小时警务超市”集成了二代身份证、居住证、临时身份证的自助申

请和领取，以及交通违章业务的自助处理、阳光警务查询、出入境业务的办理等功能，设备 7*24

小时工作，极大方便人民群众公共事务的办理。试点推出后，在多地公安机关获得了积极的反响，

但新产品的大量推广和成规模销售业绩的形成，还需要一定的过程和时间。 

 

天一集成作为国家密码管理局认定的密码产品开发、生产和销售单位，长期致力于高科技密

码算法产品的研发、生产和销售。面对 USB KEY 芯片价格竞争日趋激烈的形势，天一集成主动退

出 USBKEY产品市场，将 A980产品转攻北斗导航、POS、轧机、自行车、加密广播等领域，报告期

内该产品销售较上年同期大幅下滑；研发的 SM2 高速密码芯片属于高附加值的芯片，该公司计划

通过继续发展新客户，以提升市场份额；助听器芯片具有开发难度大，芯片销售价格高，芯片利

润丰厚的特点，报告期内，天一集成将其列为重点发展项目，并取得了实质性进展。截至报告期

末，该公司的助听器芯片已完成试流片、芯片测试、助听器算法设计与优化、芯片设计优化、客

户测试与评价等工作，设计结果达到预期目标，将力争尽快量产并推向市场。 

 

综艺超导一直致力于高温超导滤波器的研发、生产、销售，但由于国内超导滤波器行业整体

尚未大规模应用，该公司自成立以来，收入和利润的规模未能得到持续有效释放。为进一步优化

资产结构，报告期内，本公司对其股份全部进行了转让。 



 

报告期内，神州龙芯以技术为基础，以市场为导向，稳步推进研发及市场化进程。在集成电

路领域，该公司的核心产品——GSC328X 嵌入式处理器具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安全可靠、宽温

域,实测达-60℃～95℃等特点，近年来受到越来越多行业客户、尤其是某些特定行业客户的认可，

产品在工控、物联网、军工等多个领域均实现了应用。报告期内，神州龙芯继续深耕细作，充分

挖掘客户需求，实现了 GSC328X 系列产品的销售。同时，为满足客户对于产品升级改造的需求，

神州龙芯启动了升级版嵌入式处理器 GSC3290 的研发，新产品的研发对于满足客户需求、发掘更

多的市场机会将具有重要意义。在安全产品领域，该公司依靠技术积累，于报告期内开展了龙芯

智能物联网应用服务平台等系统的开发，为后续推向市场打下基础。 

 

受相关管理部门对互联网彩票的监管政策影响，公司旗下互联网彩票公司相关业务自 2015

年 3 月起陆续暂停。互联网彩票业务停顿时间已逾三年，且暂无恢复时间点。在业务停顿期间，

公司下属彩票企业在原有内部融合的基础上，持续加强人员、部门优化，以降低运营成本；研发

部门依旧做好各项产品、用户等方面的准备；同时，密切关注国家关于互联网彩票的政策动向及

业内同行的最新动态，力求在未来政策明朗互联网彩票销售重启之际能够抢占先机，以优质的产

品体验与客户服务重新赢得市场的认可。 

 

2018年上半年，掌上明珠处于新旧产品接档的过渡期，新产品还未大规模投入市场，目前正

按计划抓紧进行着小范围的测试与优化；老产品受产品本身生命周期的制约，主营业务呈下滑状

态。报告期内，在整体市场环境未有明显改善情况下，掌上明珠继续秉承既定的发展战略，力争

在细分海外市场寻求突破。一方面，该公司积极落实新产品的测试优化，根据用户反馈不断完善、

优化新产品，力求通过打造高品质精品游戏来提升市场竞争力，争取好的市场表现；另一方面，

聚焦老产品的精细化长线运营，最大限度延长既有产品的生命周期。下半年，掌上明珠将坚定不

移的落实既定计划，加速项目进度，加强时间成本控制，促进新产品大规模投放海外市场，力求

在细分市场有所作为，培育新的业绩增长点。 

报告期内，掌上明珠投资的凯晟互动经营形势良好，贡献了一定的投资收益。 

 

新能源业务 

报告期内，公司继续采取稳定发展新能源策略。电站方面，公司持续关注宏观经济形势和电

站所在国新能源政策变化，加强对现有电站的运营、维护、管理等相关工作，提高电站的整体发

电功率与经济效益，保持了电站的稳定运营；同时，根据市场发展情况，积极与电站投资者洽谈

电站销售事项，推进电站销售与融资工作。 

本公司以最大程度维护公司利益为出发点，就控股子公司综艺光伏如何盘活闲置资产以及设

备补偿等事宜，与综艺光伏外方股东韩国周星进行了多轮沟通与谈判，截至报告期末，尚未能形

成双方认可的、符合公司利益最大化的解决方案。目前，综艺光伏仍处于停产状态。 

 

（三）股权投资业务 

江苏高投作为公司旗下专业投资平台，2018年上半年，继续秉承稳健基础上追求最大收益的

投资风格，着力发展股权投资业务，狠抓任务落实，各项工作均取得了积极进展。 

股权投资方面，继续做好渠道建设、项目考察及投资，积极寻找优质项目投资，上半年完成

了对深圳毅能达金融信息股份有限公司、投资共青城万事达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上海

东方网股份有限公司的投资；基金管理方面，在保障安全性和流动性的前提下，做大做强基金管

理业务，与江苏信用再担保有限责任公司等机构共同发起设立了江苏高保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助

力新材料等实体产业成长，以分享其发展红利；机构建设方面，加快全国分支机构布局，在深圳



设立了全资子公司，以进一步拓宽投资渠道，更加迅速地获得优秀的项目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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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董事长：昝圣达 

江苏综艺股份有限公司 

2018年 8月 17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