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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300038                              证券简称：梅泰诺                        公告编号：2018-106 

北京梅泰诺通信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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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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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梅泰诺  股票代码 3000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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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鹏 冷洁 

办公地址 
北京市海淀区花园东路 15 号旷怡大厦 7-9

层 

北京市海淀区花园东路 15 号旷怡大厦 7-9

层 

电话 010-82054080 010-82054080 

电子信箱 info@miteno.com info@miteno.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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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98,722,670.24 953,758,333.99 109.5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360,930,405.06 175,026,392.93 106.2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后的净利润（元） 
360,169,674.85 173,892,181.78 107.12%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52,603,716.03 152,348,500.61 -65.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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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3080 0.6894 -55.32%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3080 0.6894 -55.32%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3.59% 3.38% 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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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403,195,601.46 12,039,093,027.12 3.0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10,194,925,806.65 9,886,852,369.48 3.12%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报告期末股东总数 45,1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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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诺牧投资中

心（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人 30.32% 355,287,007 355,287,007 质押 192,818,033 注 1 

张敏 境内自然人 10.28% 120,466,726 93,849,000 质押 75,876,280 

华安未来资产－

工商银行－杭州

陆金承投资合伙

企业（有限合伙） 

其他 4.84% 56,666,666 56,666,666   

华宝信托有限责

任公司－华宝－

平安前海 1 号单

一资金信托 

其他 4.84% 56,666,666 56,666,666   

鹏华资产－工商

银行－中建投信

托－中建投信

托·京杭单一资

金信托 

其他 4.84% 56,666,666 56,666,666   

建信基金－兴业

银行－中融国际

信托－中融－宏

金 114 号单一资

金信托 

其他 4.84% 56,666,666 56,666,666   

国寿安保基金－

渤海银行－民生

信托－中国民生

信托－至信 349

号集合资金信托

计划 

其他 4.84% 56,666,666 56,666,666   

江西日月同辉投

资管理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1.57% 18,406,956 18,406,956   

张志勇 境内自然人 1.21% 14,158,480 10,618,860  13,767,596 

贾明 境内自然人 1.05% 12,271,451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

说明 

上述股东中，公司实际控制人张敏女士、张志勇先生与上海诺牧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为一致行动人。贾明与江西日月同辉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为一致行动人。公司未知其他前

十名股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知是否属于一致行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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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参与融资融券

业务股东情况说明（如有） 
无 

注 1：其中融资性质押股份数量为 151,045,997 股，融资性质押股份占其持有公司总股数比例为 42.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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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互联网营销业 

2018年上半年，公司围绕战略目标，立足大数据基础+智能云技术支撑，逐步打造为一家以技术和数据作为驱动的大数

据科技公司，聚焦大数据智能营销及人工智能领域跨境融合业务。报告期内进一步优化完善集团组织架构体系，并围绕业务

咨询、产品技术以及解决方案，继续深化业务融合与战略升级，保障公司整体经营业绩稳步增长。报告期公司共实现营业收

入19.99亿元，同比增幅109.56%；实现利润总额4.16亿元，同比增幅112.33%；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3.61亿元，

同比增幅106.21%。 

报告期内，公司总体经营情况如下：  

（一） 主营业务发展良好 

1、媒体端智能营销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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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Media.net为中心的境内外媒体业务板块，凭借较强的技术壁垒、优质的品牌客户以及优秀的业务团队，不断开拓进

取，取得了良好的成绩。报告期内，宁波诺信睿聚有限公司营收情况如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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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74,321,979.31 1,022,976,027.98 63.67% 

营业利润（元） 374,926,201.49 258,048,408.80 45.2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后的净利润（元） 
330,338,631.92 251,405,788.71 31.40% 

报告期内，BBHI继续加强与Yahoo、微软、Facebook、Google等程序化购买客户的合作力度。2018年8月，BBHI与Yahoo

的五年合同续签完成，本次对《广告投放合同》的修订续约将深化公司与 Oath、Yahoo 的合作，本次签署新合同除延长合

作期限、修改排他性条款、增强信息保护之外未对原合同的商业合作内容作出其他实质性变更，这将意味着公司将进一步稳

固 Yahoo业务的长期合作关系，BBHI 未来经营业绩确定性增强。本次合同的签订引入了新签约主体 Oath，将有助于双方共

享更加丰富的市场资源，发挥技术优势，实现互惠互利，战略共赢。此外，BBHI中国落地过程中新客户的拓展顺利，业务收

入持续增长。 

2、需求端智能营销平台 

报告期内，日月同行从技术层面进一步优化推广渠道，并且还会帮助客户提供产品优化建议，保障现有客户的稳定合作，

力求促成客户加大投放预算，为公司提高推广收益。日月同行开始通过公司BBHI品牌跨境业务这一重大举措，打开了海外移

动互联网市场的大门，2018年在该业务板块实现做大做强。2018年6月25日，在Media.net等团队的配合下，日月同行完成了

中国地区后台的正式上线。主要分三个子业务板块，分别为: 优投通、变现通和支付通。优投通，通过内容搜索广告形式帮

助中国出海企业将产品推广至全球。变现通，主要是为海外网站和出海产品做流量变现的业务。支付通，主要是为解决跨境

客户支付的问题。 

3、大数据运营业务 

梅泰诺大数据团队基于大数据和智能算法营销系统，整合各类互联网应用下载平台资源及流量资源，利用大数据分析、

超级标签、人工智能、用户画像等多种技术为广告主提供智能营销服务，为媒体主提供流量增值服务，拓展多个垂直行业深

度应用。公司数字营销服务已经通过构建专业化的互联网营销平台，整合各类互联网应用下载平台资源及流量资源，利用大

数据分析、人工智能、用户画像等多种技术为广告主提供数字营销服务，为媒体主提供流量增值服务，以及其他传统互联网

广告服务。 

1) 梅泰诺大数据应用-主要为高校教育、交通、信用及环保方面提供数据服务，利用前沿的特征识别、统计分析、

自由定语分析、模型应用、语义分析、认知计算等领先技术手段，实现数字化管理。 

2018年6月，梅泰诺与海南省政府签署战略合作协议，依托在大数据运营方面的优势，联合海南省国有公司共同成立数

据资产运营中心，构建全省政务数据共享开放平台，开展政务数据资产市场化运营，打造覆盖数据集成、数据管理、数据开

发、数据应用完整的大数据管理和应用体系，实现数字价值倍增效益，助力海南国际旅游消费、重点产业发展。 

2) 行业解决方案与应用：梅泰诺深耕以数据业务驱动的行业应用落地，在教育行业、公安行业，交通行业、安全生

产行业、企业级服务领域都有成熟的应用案例及解决方案，并积累了丰富的数据运营经验，在运营过程中汇聚了大量的数据

资产，并给客户带来管理、决策以及经济效益营收方面的价值。2018年6月针对广西高速公路数据智能化的应用需求，公司

与广西交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及广西壮族自治区计算中心产学研联合开展广西创新驱动发展专项（科技

重大专项）项目的课题申报，项目名称为《基于人工智能的多维交通大数据研究和应用示范》。 

3) DIM平台-大数据智能营销利用自有的大数据处理分析技术，实现广告内容的精准营销。基于梅泰诺大数据和人工

智能的整合运营能力，为内容CP方提供一键分发、商业变现、数据管理等前沿技术，累积自身内容数据资产，智能数据反哺

内容运营。2018年2月公司正式发布DIM（Data Intelligent Marketing），是梅泰诺子公司新推出的平台级数据智能营销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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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AI营销服务已覆盖营销策略和创意、媒体投放和执行、效果监测和优化、社会化营销、精准营销、流量整合等完整的服

务链条，成功建立了从基础的互联网流量整合到全方位精准数字营销服务于一体的整合营销平台，产品基于大数据与技术驱

动，为企业主或品牌主提供品-传-销全链路营销解决方案，其智能分发为内容CP方提供一键分发、商业变现、数据管理功能，

累积自身内容消费数据资产，智能数据反哺内容运营与商业发掘。 

4) 智能投放基于数据智能驱动，为品牌主提供海内外优质媒体资源，实时在线精准投放，提供广告投前、投中、投

后全链路广告投放管理，让广告投放更加精准与高效。 

5) 在大数据商业变现方面，公司正在逐步研发核心产品。智能数据产品以大数据平台为脑，整合运营商数据、中国

消费数据、Media.Net、内容消费数据等海量海内外大数据资源，沉淀品牌私有数据资产，破局国内媒体数据不透明现状，

真正让决策更智能。 

6) 数据治理与服务：梅泰诺自主研发的智能数据平台集数据汇聚、数据治理、智能数据分析、算法建模以及视频融

合技术与一体，智能数据平台可用于处理海量数据、高复杂性数据挖掘任务，通过实时数据分析和深度挖掘，提供快速、精

准的计算结果，为行业的数据应用以及数据的全景呈现提供全面的数据功能支撑。   

7) 子公司的产品“玖大猫游戏网”（简称9DM）是国内最大最专业的综合性PC游戏平台。9DM依托梅泰诺应用海

内外不同市场的数据积累及其强大的移动端资源和技术开发实力，进入不同细分垂直领域，通过数据变现，数据产品开发、

应用平台开发，与产业资本和行业相结合。9DM平台已拥有MOD资源及原创资源数万款，汉化MOD内容不胜枚举。配合梅

泰诺核心直播资源，逐步将9DM打造成为一家以技术和数据作为驱动的大数据游戏网站社区。 

4、通信及其他业务 

公司的通信塔产品继续保持技术领先、产品质量稳定的优势，在报告期内销售情况良好，销售收入保持稳健，公司加大

智能灯杆、5G技术的研发投入，积极跟进最新通信基础设施相关技术，探讨多种合作模式，为即将到来的5G做好准备。梅泰

诺以物联网技术为核心，将“城市信息基础设施建设”、“城市智能公共服务”及“智慧产业发展”有机结合，为城市、产业、

政务、民生等服务领域提供科学化的解决方案，力争构建新型智慧城市。2018年5月17日，公司与中移物联网有限公司就物

联网（IoT）领域建立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围绕物联网客户综合需求，共同拓展物联网市场。 

公司继续集中力量优化资源配置，通过产业基金、融资租赁等工具的合理运用，有效推进公司的信息基础设施业务，争

取迈上一个新的发展平台。 

（二）整合协同效果明显 

公司对资产、业务、人力、财务等进行了深度整合，扩大了广告技术平台业务规模，培育了互联网媒体矩阵，形成了互

联网流量入口、流量经营平台、商业变现渠道三位一体的闭环。公司不断整合资源，提高各业务板块的协同效应，取得了明

显的效果。 

报告期内，公司通过一系列积极有效的激励政策和业务指导模式，提供一个更开放的空间，促进了公司旗下各子公司间

的业务合作与协同，提升了各业务单元在客户、业务、资源等方面的整合效果，增速协同，让子公司间的业务真正“合体”，

创造更大价值，进一步增进各子公司间的业务往来，扩大业务竞争优势，促进业绩增长。 

（三）全球化布局已具规模 

报告期内，Media.net作为境外业务发展的核心平台，在积极推进国际化业务、坚持全球化战略的同时，平衡境内外业

务共同发展，两块并举地为公司持续稳健发展奠定坚实的基础。 

在业务协同方面，重点提出业务纵向一体化、横向多元化、战略联盟等多种企业公司整合模式。通过内生式挖掘和外延

式拓展两种路径并行的方式，推动公司业务协同工作和资源整合工作的开展。 

（四）产融战略得到落实 

公司坚持内生发展与外延扩张同步推进，在做大公司现有业务体量的同时，借助自身优势，寻找新的业绩增长点。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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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公司设立了北京诺信云网科技有限公司、云数商业保理（天津）有限公司、北京云数启源科技有限公司、海南鼎数知行

信息科技有限公司，参与了北京金科汇晟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基金设立，以此丰富业务模式，推动公司收入结构

多元化，增强整体业务可持续发展能力和市场竞争力。 

（五）荣誉及社会活动 

1) 2018年1月子公司荣获“2017年度中国电子信息市场飞马奖企业”； 

2) 2018年1月荣获“2017年北京市诚信系统集成企业”、“2017年度北京市非公有制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综合评价百家” 

3) 2018年2月参与中央电视台《中国大数据》纪录片拍摄工作； 

4) 2018年5月参加首届数字中国建设峰会； 

5) 2018年5月参与组织“金鼠标数字营销大赛”； 

6) 2018年6月梅泰诺加入中国商务广告协会数字营销委员会； 

7) 2018年6月梅泰诺凭借在“大数据+人工智能”产业的领先优势，携物联网、大数据、大数据智能营销三大版块再

次参展22届软博会，通过展览展示的方式凸显科创成果，全方位呈现梅泰诺的大数据魅力； 

8) 2018年7月梅泰诺加盟IP生态商业委员会并出任常务副理事长单位； 

9) 2018年8月荣获第七届中国财经峰会“行业影响力品牌”奖项； 

10) 2018年8月参与第十六届China Jo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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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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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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