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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232                           证券简称：启明信息                           公告编号：2018-044 

启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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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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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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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启明信息 股票代码 0022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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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英 洪小矢 

办公地址 
长春净月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百合街 1009

号 

长春净月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百合街 1009

号 

电话 0431-89603547 0431-89603547 

电子信箱 IR_qm@faw.com.cn IR_qm@faw.com.cn 

2、主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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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82,495,313.20 575,438,090.00 1.2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22,466,804.03 6,024,297.24 272.9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的净利润（元） 
19,454,463.51 1,587,959.73 1,125.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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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189,679,926.11 -173,012,942.32 -9.63%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550 0.0147 274.15%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550 0.0147 274.15%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81% 0.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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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86,401,095.76 1,824,346,471.17 -2.0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1,065,559,044.40 1,063,519,663.12 0.19%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44,7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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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第一汽车

集团公司 
国有法人 48.67% 198,854,344    

长春净月潭建

设投资集团有

限公司 

国有法人 7.05% 28,785,379    

中央汇金资产

管理有限责任

公司 

国有法人 1.06% 4,334,200    

吴建会 境内自然人 0.99% 4,057,200 3,042,900   

黄伟雄 境内自然人 0.59% 2,430,500    

任明 境内自然人 0.59% 2,390,850 1,793,137   

润东（天津）企

业管理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

人 
0.30% 1,245,000    

谢春雨 境内自然人 0.30% 1,236,540    

尹路 境内自然人 0.27% 1,085,000    

李瑞晨 境内自然人 0.18% 750,867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

的说明 

公司控股股东中国第一汽车集团公司与前 10 名股东及前 10 名无限售条件股东中的其他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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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未知其他前 10 名无限售条件股东中有关联关系或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持股变动信息披露管理办法》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

明（如有）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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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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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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启明公司落实“四步走”战略调整转型的基点之年，更是启明公司十三五发展承上启下的

关键年。从2018年上半年的经营数据来看，在主营业务收入占比中，智能网联业务、云计算、电商和大数

据等新兴业务增长迅速，具体情况如下： 

    一是管理职能进一步夯实，体系建设能力稳步提升。随着公司全面深化改革工作的开展，管理的深度

与细度向纵深发展。人力资源管理建设方面。通过德勤咨询顾问公司的介入，形成了与公司发展较为匹配

的薪酬绩效改革方案。在绩效改革方面，采用战略解码的工作方法，建立差异化绩效指标体系，形成公司

级绩效指标库。在薪酬改革方面，建立了岗位价值矩阵，制定了薪酬结构设计多样化的薪酬分配方案，预

计10月份兑现。在选人用人方面，建立并完善了经理人员的选拔管理、经理后备管理等制度和“4D+C+E”

能力盘点方法、工具。制度管理体系建设方面。完善并发布体系建设文件84份，包含公司“三重一大”程

序文件。使得各体系日常管理工作更制度化、规范化和更具操作性。完善了公司内控管理及评价体系，采

购体系及供应商管理体系，建立了公司全面风险管控体系，战略合作管理体系、公司情报体系、重点项目

日清日结体系，实现了业务体系全覆盖，风险与业务的深度融合。办公体系建设方面。通过不断优化会议

管理流程，创新工作方法，提高了公司会议决策效率和质量，充分发挥了各职能部门及专业委员会的决策

支撑作用，进一步加强了公司决策的科学性。完成18项软著的申请，3项商标的申请，已获得软著授权4项。

战略合作推进方面。 

二是公司主营业务有序开展，重点项目突破发展。软件业务中心在信息系统层面全力支撑核心客户信

息化服务，ERPV5.0研发项目、启明智能制造示范工程项目等18项中心级重点项目按计划有序开展，进展

顺利。其中，红旗工厂智能制造示范工程项目，目前已经完成L工厂、H工厂的系统开发工作及关键功能演

示。红旗质量评审项目已经上线运行。数据产品业务中心在自主品牌层面全力攻关。红旗新营销项目、一

汽解放营销项目、奔腾会员一期项目等取得阶段性成绩。汽车行业工业互联网平台验证与测试项目，申报

成功，通过本项目的联合申报达成了在CIPDS各层的优势地位。智能网联业务中心在电子产品研发方面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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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累累。基础型T-Box产品成功设计降成本方案，启明星核2.0项目完成全球主流车载OS系统调研报告及经

营模式分析报告。红旗产品H7FL产品发布了多个升级版本。红旗EV&HS7 4G T-BOX产品通过了GB32960国检。

解放J7导航终端产品、解放4G版OBD产品、解放二代行驶记录仪产品完成了A样功能的开发工作。 

启明汽车工业互联网平台-启明星云（QiMing Automotive Cloud，简称：QMAC平台）。于2018年2月

在北京国家会中心正式发布，代表着国内第一家汽车工业互联网平台在中国一汽诞生。启明星云占据了国

内三个第一，首先，是国内第一家完整覆盖汽车产业链条的工业互联网平台，亦是国内第一家覆盖汽车整

车全生命周期一体化的工业互联网解决方案，同时是国内第一家完全自主研发汽车工业互联网平台。 

国家智能网联汽车应用（北方）示范区二期项目于2018年3月26日启动，4月13日启明公司成为长春市

公开道路测试评审的第三方机构，完成《长春市智能网联汽车道路测试管理办法（试行）》文件起草和公

开道路测试牌照申请流程的制定，同时对红旗、奔腾、解放进行资格审核和封闭测试。4月17日协助市政

府和集团完成对红旗、奔腾、解放测试牌照发放，长春市成为国内颁发公开道路牌照的第四个城市。6月

30日前将完成场地改造；场景搭建；设施安装调试；完成测试平台、网站、大屏幕的开发；制定符合国家

三部委管理规范的测试标准；开发测试道具。完成二期建设目标后，示范区将具备国内一流、国际水平的

智能网联汽车测试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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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况说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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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与上一会计期间财务报告相比，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 

 

 

 

启明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法定代表人）：吴建会 

2018 年 8 月 2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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