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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261                               证券简称：拓维信息                           公告编号：2018-055 

拓维信息系统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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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拓维信息 股票代码 0022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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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龙麒 鲍小丹 

办公地址 长沙市岳麓区桐梓坡西路 298 号 长沙市岳麓区桐梓坡西路 298 号 

电话 0731-89852892 0731-88668270 

电子信箱 longqi@talkweb.com.cn baoxiaodan@talkweb.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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87,669,998.95 550,762,150.66 -11.4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14,257,578.41 129,896,288.55 -89.0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的净利润（元） 
9,509,492.00 116,335,447.35 -91.83%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154,617,533.26 16,670,613.36 -1,027.49%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10 0.120 -91.67%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10 0.120 -91.67%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0.37% 3.37% -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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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365,623,035.33 4,368,255,097.50 -0.0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3,863,035,770.46 3,859,148,844.73 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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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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3,8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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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新宇 境内自然人 19.93% 221,376,004 10,917,186 质押 175,920,000 

宋鹰 境内自然人 13.65% 151,598,796 4,159,020 质押 51,500,000 

深圳市海云天

投资控股有限

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5.42% 60,183,488 24,073,396 

质押 60,050,000 

冻结 11,261,261 

拓维信息系统

股份有限公司

－第一期员工

持股计划 

其他 1.92% 21,365,136 21,365,136   

张忠革 境内自然人 1.88% 20,926,642 15,694,981 质押 9,889,996 

常征 境内自然人 1.20% 13,285,591 13,285,499 质押 13,269,996 

朱凯伦 境内自然人 1.14% 12,610,000 0   

刘彦 境内自然人 1.06% 11,767,054 8,825,290 质押 11,758,352 

王伟峰 境内自然人 1.04% 11,517,631 11,517,631 质押 11,512,348 

李松峰 境内自然人 0.85% 9,408,007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

的说明 

1、宋鹰是李新宇的一致行动人； 

2、张忠革、王伟峰、刘彦、常征为公司现任董事、高级管理人员； 

3、深圳市海云天投资控股有限公司、常征、刘彦系公司 2015 年发行股份购买海云天及长

征教育 100%股权的交易对方，拓维信息系统股份有限公司－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系本次

交易的募集配套资金对象； 

4、公司未知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

明（如有） 

公司股东朱凯伦通过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票 12,570,000 股；李松峰通过信用

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票 8,633,2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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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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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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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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否 

报告期内，公司围绕既定的战略目标，积极推进各项业务发展，公司营业总收入4.88亿元，同比下降11.46%，实现归属

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1425.76万元，同比下降89.02%，主要系公司全资子公司盈利较同期有所下降。公司移动游戏业务

2018年的重点产品啪啪三国2上半年发行地区较为单一，导致收入和利润未达预期。同时，2017年教育部财政部等四部门联

合印发了《关于实施第三期学前教育行动计划的意见》，地方政府对普惠性幼儿园的关注升级，对幼儿园保教保育“小学化”

监管加强，受行业及图书增值税减免政策到期影响，2018年上半年幼教体系的多媒体幼教课程业务发展乏力。此外，海云天

科技去年同期包含了考试测评业务之外的贵州铜仁西南大数据项目，导致利润较上年同期有所下降。 

报告期内，公司核心业务教育领域实现营业收入3.46亿元，占公司营业总收入比重70.91%，其中拓维学堂平台中核心内

容品牌麓山妙笔作文继续取得进一步突破，营业收入同比增长近77.91%，全国已有320万用户注册使用该产品，覆盖湖南、

安徽、广东、山东、云南、四川、陕西、浙江、海南等21省份，4000+所学校。拓维妙笔作文全国公众号粉丝36.6万人（微

家长公众号粉丝数46万人），添加妙笔运营老师个人号好友3.3万人，社群用户1.8万人，用户群细分至年级。通过活动运营、

内容运营、热点运营、渠道运营等立体式运营服务，截止6月30日，妙笔作文总收费用户达56万户。 

报告期内，郡维中学和博才拓维小学积极引进优质教育资源，充分利用“互联网+教育”的新模式，不断探索互联网时代

教育信息化发展新思路，由于办学运营良好，广受欢迎，截至目前，郡维中学共开办20个班级、共有920名学生，较上年同

期新增8个班级、新增368名学生；博才拓维小学共开办24个班级、912名学生，较上年同期新增8个班级、新增304名学生。

同时，公司已获得政府划拨用地，目前正积极筹备“拓维教育产业园“的相关创办工作，将在园区内建立创新性全国标杆中小

学校，作为优质的教研内容、先进互联网教育产品的开发和实践基地。 

    报告期内，公司全资子公司深圳市海云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云天”）捷报频传，连续中标、签订多项全国

性计算机考试服务项目，包括2018年至2020年证券业从业人员资格考试计算机化考试服务项目、2018年会计专业技术无纸化

考试及阅卷技术服务项目以及国家统一法律职业资格考试计算机化考试服务项目。连续中标机考服务项目充分体现了海云天

组织实施高厉害、大规模、全国性计算机考试服务的综合能力，也有利于提升海云天2018年至2020年的业绩贡献，进一步扩

大公司在考试服务业的份额，强化公司在行业中的领先地位及公司的持续盈利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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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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