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尤洛卡精准信息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1 

证券代码：300099                      证券简称：精准信息                    公告编号：2018-038 

尤洛卡精准信息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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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精准信息 股票代码 3000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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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曹洪伟 陈焕超 

办公地址 
山东省泰安市高新区凤祥路以西规划支

路以北 

山东省泰安市高新区凤祥路以西规划支

路以北 

电话 0538-8926155 0538-8926155 

电子信箱 chw600157@163.com chen19341912@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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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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4,380,794.37 90,998,559.97 25.7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22,111,364.65 6,341,103.43 248.7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后的净利润（元） 
18,216,606.26 5,705,811.39 219.26%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32,909,417.17 19,999,193.23 64.55%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330 0.0095 247.37%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330 0.0095 247.37%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27% 0.38% 0.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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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57,974,935.70 1,922,687,119.24 -3.3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1,685,843,260.97 1,727,440,521.82 -2.41%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报告期末股东总数 30,3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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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晶华 境内自然人 30.44% 203,760,813 152,820,610 质押 17,280,000 

李巍屹 境内自然人 7.08% 47,381,516 47,381,516   

闫相宏 境内自然人 5.78% 38,708,522 0   

李巍岩 境内自然人 2.51% 16,812,796 16,812,796   

李继昌 境内自然人 2.51% 16,812,796 16,812,796   

王敬芝 境内自然人 2.28% 15,284,360 15,284,360   

李新安 境内自然人 2.11% 14,101,087 14,101,087   

李巍峰 境内自然人 0.84% 5,604,266 5,604,266   

高伟 境内自然人 0.81% 5,424,205 0   

田斌 境内自然人 0.78% 5,249,448 3,937,086 质押 5,249,448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

的说明 

1、股东李新安是王晶华的丈夫的妹夫。 

2、股东李巍屹与股东李巍岩、股东李巍峰为兄弟关系，股东李继昌与股东李巍屹、

股东李巍岩和股东李巍峰为父子关系，股东王敬芝与股东李巍屹、股东李巍岩和股东

李巍峰为母子关系，按照《收购管理办法》，构成一致行动人。 

3、除此之外，公司未知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知其他股东之间是否

属于《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参与融资融

券业务股东情况说明（如有） 

1、股东倪福初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 442420 股，通过华鑫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客户信

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 3542712 股，实际合计持有 3,985,132 股。 

2、股东张建刚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 29300 股，通过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



尤洛卡精准信息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3 

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 2286719 股，实际合计持有 2,316,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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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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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总体经营情况 

2018 年上半年，公司强化各业务板块深度整合及协同，加强了公司治理建设，尝试实行集团化管理，

持续提升公司综合竞争能力。公司管理层紧密围绕年初制定的各项计划，贯彻落实董事会的战略部署，对

内推进管理体系升级、运行效率提升、企业品牌建设、人才梯队搭建等各项工作，对外加大市场销售拓展

和新领域、新客户的开发力度；持续加大研发投入，不断推进技术创新和产品创新，军工业务、煤矿安全

业务及通信业务并行发展，继续巩固和强化在各自行业领域的优势和市场地位，保持了公司经营业绩的稳

步增长。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11438.08 万元，同比增长 25.70%；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2211.14

万元，同比增长 248.70%。 

（二）报告期公司重点工作情况 

1、经营工作扎实推进，实现收入和利润双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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矿山业务方面，抓住煤炭行业回暖机会，加班加点，增加产销量，上半年经营业绩同比大幅增长。军

工业务方面，手持式导弹制导系统全面完成升级改进，并形成批量销售，车载式制导产品销售也有所增加；

信息通信业务方面，由于能源行业方面的项目招标推后、高铁无线 WIFI 产品订货延至下半年，上半年收

入确认额减少，但在新产品、新技术方面实现较大投入，并取得了较好的成绩，比如区块链、军工信息化、

高铁新配件的开发。 

2、持续深化及巩固集团化管理体系 

随着公司业务的发展和规模的扩大，公司已发展成为拥有国内若干家子公司的产业集团构架体系，已

经呈现出一定的集团化特征。为此，公司经股东大会批准，将原母公司本身经营的传统煤矿安全业务下沉

至专业子公司，母公司不再进行实体性经营业务，计划实施集团化管理模式，实现公司运作的深度协同、

高效管控、顺畅运行。对公司的各职能板块进行整合，加强公司垂直管理效率及各子公司市场、服务、技

术、采购、运营、财经、人力资源、战略等方面的高效衔接、资源整合和协同作战，有效降低因业务整合、

规模扩大带来的管理风险。 

3、基于战略方向的技术创新与业务发展 

公司始终坚持自主研发的科技战略，紧跟市场新需求与国内、国际技术发展趋势，把应用研究与生产

实践紧密结合，改进提升既有产品和服务，研发推出新产品、新技术，促进了公司可持续发展能力的建设。 

围绕高铁 WiFi 产品开展市场拓展，进行定制化产品开发，在 WiFi 产品的基础上，开发更多高铁产品，

包括：8 口交换机、墨尔本定制网关等。积极开展高铁领域更快速、更高端、更前沿的技术创新与研究，

以期在未来高铁装备市场竞争面临新的机遇时，公司有实力完成快速切入及商业化应用。 

在区块链业务方面主要致力于行业客户私有链平台的开发，积极参与行业客户的区块链应用，目的是

能够提供以区块链技术为核心的支付平台解决方案，目前技术和产品已基本成熟，正在通信、质检等行业

开拓市场。 

报告期内，公司完成了中国铁塔公司首笔区块链业务并确认收入，取得了部分区块链业务运维服务软

件著作权，并将继续跟踪参与相关区块链业务。 

定制化开发产品是军工行业的主要推广方向，公司目前已与多个军工单位进行了合作，主要根据客户

需求进行定制化产品的开发，开发产品包括：定制化 CPCI 交换板、定制化介质分发装置、定制化龙芯模

块等，公司军工业务实现多元化发展，降低了对单一军工产品的依赖。 

4、持续研发投入，保持增长潜力 

公司高度重视对产品研发的投入和自身研发实力综合能力的提升。报告期，公司研究开发总额 1590.09

万元，同比增加 24.47%，占营业收入 13.90%，截至报告期末公司拥有专利 78 项，其中发明专利 23 项，

实用新型专利 53 项，外观设计专利 2 项，软件著作权证书 80 项，报告期获得的专利及软件著作权情况如

下： 

序号 专利/软件著作权名称 类型 授权号 授权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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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第三方区块链运营管理系统 V1.0 软件著作权 2018SR421506 2018/06/06 

2 一种恒阻延长锚索和 O 型封孔器配合支护方法 发明专利 201510817712.7 2018/06/19 

3 抛光头 实用新型专利 ZL201720826439.9 2018/01/16 

4 非球面数控修抛磨头 实用新型专利 ZL201720248087.3 2018/03/27 

 

5、继续推进人力资源建设，打造有战斗力的团队 

报告期，公司继续加强管理者领导力的培训和人才梯队的建设，持续推进薪酬体制改革，针对研发人

员和部分管理人员提高薪酬，尤其是煤矿业务研发人员薪酬大幅度增加，处于当地领先水平，完善包括股

权激励在内的各项激励计划；重点引进了军工业和信息业方面的高端人才。提高团队的凝聚力、创造力和

执行力，不断提升人均效率；提升管理岗位人员的领导力，营造一个有利于员工职业发展的良好氛围，努

力使公司成为行业内最佳工作环境企业之一。 

6、公司军民融合产业基金经过认真的考察论证，截至报告期末共投资三个项目，涉及军工、新能源

等行业。所投项目估值合理，技术含量高，发展前景可期，与公司现主营业务契合度高，将为进一步发展

壮大创造更多机会。 

7、继续加强投资者关系管理，树立公司资本市场良好形象 

公司始终高度重视投资者关系管理工作，致力于建立高效、流畅、透明的投资者互动通道，与资本市

场保持多渠道、多层次的沟通互动。报告期内，公司通过深交所互动易、投资者热线电话、网上业绩说明

会等方式，拓宽与投资者交流渠道，加深与广大投资者进行互动、沟通，深化投资者对公司的了解和认同，

促进公司与投资者之间长期、健康、稳定的关系，提升公司形象，实现公司价值和股东利益最大化。同时，

公司严格按照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做好信息披露工作，认真履行信息披露义务，保证信息披露

的及时性、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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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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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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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 年 2 月，公司设立全资子公司尤洛卡（广东）精准信息工程技术研究院有限公司，注册资金 1001 万

元。 

 

 

 

 

 

尤洛卡精准信息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黄自伟       

                                                2018年8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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