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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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股 上海证券交易所 中国软件 600536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陈复兴 赵冬妹 

电话 010-62158879 010-62158879 

办公地址 
北京市海淀区学院南路55号中软大

厦A座7层董事会办公室 

北京市海淀区学院南路55号中软大

厦A座7层董事会办公室 

电子信箱 cfx@css.com.cn zdm@css.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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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610,415,272.70 5,271,271,196.23 -12.5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1,857,986,700.87 2,106,814,169.03 -11.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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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38,908,309.42 -687,342,703.08 不适用 

营业收入 1,530,668,735.98 1,948,369,795.38 -21.4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226,255,557.45 -169,146,397.16 不适用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

性损益的净利润 
-238,619,619.66 -178,272,398.38 不适用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1.37 -8.57 减少2.80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46 -0.34 不适用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46 -0.34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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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3,1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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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电子信息产业集团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45.13 223,190,246 0 无 0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1.96 9,676,118 0 无 0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1.8 8,894,400 0 无 0 

中国人民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分红－个险分红 

境内非国有

法人 

1.46 7,222,784 0 无 0 

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传统－普通保险产品－008C－CT001

沪 

境内非国有

法人 

1.44 7,143,001 0 无 0 

中国人民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万能－个险万能 

境内非国有

法人 

1.29 6,396,936 0 无 0 

俞慧军 境内自然人 0.91 4,500,000 0 无 0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嘉实

新机遇灵活配置混合型发起式证券

投资基金 

其他 

0.68 3,346,520 0 无 0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汇添

富移动互联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0.61 3,027,837 0 无 0 

闫立辉 境内自然人 0.54 2,694,000 0 无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

明 

上述股东中，中国电子信息产业集团有限公司与其他股东之间不存在关联

关系或者一致行动的情况，公司未知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者

一致行动人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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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年，公司坚持稳中求进的工作总基调，通过开放促联合、聚资源，通过融合促创新、谋

发展，以扎实奠定高质量发展坚实基础、深入推进业务板块发展为主线，以不断增强治理管控效



率效果和深化党建及坚定重塑先进企业文化为坚强保障，全面开启中国软件高质量发展的新征程。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15.31 亿元，同比减少 21.44%；实现利润总额-2.98亿元，同

比增亏 0.67亿元；实现归属于母公司净利润-2.26亿元,同比增亏 0.57亿元。2018年上半年，公

司利润下降，主要是因为公司承担的项目延后，大量运维项目集中在下半年验收回款，同时，公

司进一步加大了相关重点业务项目的投入等原因所致。 

报告期内，自主软件产品实现营业收入 1.79 亿元，同比减少 62.09%，平均毛利率 62.05%，

同比增长 0.82个百分点，主要包括以操作系统为代表的基础软件产品；以数字调度系统、通信动

力及环境监控系统和铁路隧道应急系统为代表的铁路专用产品；以中软防水坝为代表的数据安全

产品等。行业解决方案实现营业收入 8.39亿元，同比减少 18.60%，平均毛利率 14.28%，同比增

长 2.89个百分点，主要包括覆盖税务、党政、交通、知识产权、金融、能源等国民经济重要行业

的信息系统集成、国产软硬件产品替代升级、以及以 oracle和 SAP为代表的国外软件产品分销等

业务。服务化业务实现营业收入 4.96亿元，同比增长 14.59%，平均毛利率 65.01%，同比增长 0.22

个百分点，主要包括信息化咨询服务、定制软件开发服务、信息系统运维服务等业务。 

1、自主软件产品 

以基础软件、网络设备和数据安全产品为核心，打造本质安全产品体系；以铁路专用通信产

品为核心，打造软硬结合产品体系。围绕自主可控核心业务，构建生态环境促进公司自主软件产

品产业化发展。 

（1）基础软件产品 

公司旗下拥有中标麒麟等操作系统等多款基础软件产品。基础软件产品的销售与公司自主可

控业务深度结合，是安全可靠工程的重要组成部分。报告期内，基础软件产品业务开拓取得一定

进展。 

（2）铁路专用产品 

报告期内，针对铁路行业的专用数字调度系统、通信动力及环境监控系统和铁路隧道应急系

统等专用通信产品在多条国内铁路上成功应用，在地铁和国外铁路项目上也在积极跟踪，进一步

拓展了国内国际市场。同时积极做好铁路售后服务，让服务出效益。 

（3）数据安全产品 

中软防水坝数据防泄漏系统是公司自主研发的企业级数据安全产品，支持 Windows 全系、

Linux、Android、iOS 等众多操作系统，同时支持云环境下的数据安全防护，为企业级客户提供

新一代数据失泄密防护解决方案。报告期内进一步加强了行业拓展和渠道体系建设，中软防水坝

系列产品广泛应用于政府、央企、金融、制造和设计院所等多个行业，对近千万台终端数据实施

安全防护，为国家多个重要领域的数据安全保驾护航。在技术上进一步提升产品质量，推出的防

水坝 9.0版本在功能完善性和系统稳定性上都有很大提升。 

2、行业解决方案 

以本质安全为核心，打造自主可控的电子政务信息系统；以云计算、物联网、移动互联网、



大数据等新一代信息技术及智慧城市建设为契机，为涉及国计民生的关键行业客户提供新型行业

信息化解决方案。 

（1）电子政务 

报告期内，由于政府机构职能调整等客观原因，政府客户的信息化建设项目较少，公司电子

政务板块业务量低于预期。 

（2）轨道交通 

报告期内，公司的城市地铁 AFC 业务中标了深圳、贵阳、青岛、长沙等项目。AFC 国产核心

部件（门单元）在市场、研发、生产等方面的竞争力不断提升。 

（3）知识产权 

在业务方面，公司持续完善知识产权行业业务链的拓展，以原有业务为基础，积极探索新一

代知识产权审查业务和技术的创新及应用。此外，开拓了交通行业的大数据应用业务，准备向行

业推广。在市场方面，加大企业专利情报信息数据类业务的推广；深挖重点行业，重点客户的二

次销售；加快“云+端”数据服务模式的推进，逐步强化知识产权国际化布局。在技术方面，取得

了突破性进展，面向知识产权领域的智能服务平台获得了本年度中国电子信息行业优秀创新成果

（盘古奖）；结合最新的互联网技术，研发了基于大数据和弹性云的微服务框架平台，为未来的知

识产权业务高速发展提供技术保障；完成了自有的专利宏观决策产品在自主可控平台上的适配。 

（4）其他行业 

除上述行业以外，公司在金融、工商、公安等行业信息化领域深化既有市场，拓展项目和服

务，为公司规模增长提供了有益的支撑。 

3、服务化业务 

围绕行业板块开展运维、党建云等运营服务，传统业务与互联网+、大数据密切结合，在现有

业务基础上延伸客户价值、挖掘市场机会。 

（1）税务 

报告期内，公司围绕“税务核心信息系统建设的主力军”这一战略定位，做好核心征管系统

运维工作，保障金三系统平稳运行；同时，面临国地税合并，做好金三核心征管系统升级改造工

作，圆满完成了省局挂牌、市局挂牌、区县挂牌三大任务，目前已经进入下一开发阶段，为下一

步国地税核心系统合并打下坚实的基础；税务总局云平台大数据项目，除了维持现有系统稳定外，

又承接了出口退税风险管理业务、增值税发票风险平台建设业务等新的应用建设；业务创新方面，

加大投入开发了云化的新一代电子税务局，并利用大数据分析能力为新一代电子税务局提供智慧

化能力，引入第三方支付、人脸识别等技术打造智慧税务，系统已经完成了设计，并进入大规模

开发阶段。 

（2）党建云 

结合深入贯彻落实十九大精神，在国家十三五信息化规划“互联网+党建”相关政策指引下，

不断完善党建云功能，以云模式或自建系统的模式，推广签约多家央企和地方政府用户。稳步推



进中组部全国党员管理信息化工程项目建设。 

（3）金融 

公司在金融行业多年积累的基础上，依托云计算、大数据等技术，持续产品创新，扩大客户

范围，拓展了新型服务化业务方向，取得了一定成效。 

总体来看，2018年上半年，公司立足现实，面向未来，不断强化技术资源共享，加大技术体

系融合，优化组织结构的一体化协作能力，整体上加强公司的交付能力。重大工程有序推进，行

业业务结构优化，在重点业务领域加大投入力度，为公司长期稳定的健康发展奠定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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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