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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300730                           证券简称：科创信息                           公告编号：2018-035 

湖南科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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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异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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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饶卫雄 独立董事 工作原因 李新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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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科创信息 股票代码 3007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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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卓钧 张雨虹 

办公地址 长沙市岳麓区青山路 678 号 长沙市岳麓区青山路 678 号 

电话 0731-82068690 0731-82068690 

电子信箱 creator@chinacreator.com creator@chinacreator.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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0,624,845.42 58,888,531.65 19.9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10,841,094.57 -10,013,027.33 -8.2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后的净利润（元） 
-10,940,483.55 -11,998,314.79 8.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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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100,422,912.39 -80,183,362.80 -25.24%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7 -0.14 50.00%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7 -0.14 50.0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2.94% -7.04% 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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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3,157,768.00 606,433,571.66 -17.0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358,750,432.47 378,886,126.94 -5.31%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报告期末股东总数 25,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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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费耀平 境内自然人 8.80% 13,909,204 13,909,204   

李杰 境内自然人 8.67% 13,706,986 13,706,986   

李建华 境内自然人 7.80% 12,324,177 12,324,177   

中南大学资产经

营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7.51% 11,864,516 11,864,516   

刘星沙 境内自然人 7.38% 11,664,377 11,664,377   

刘应龙 境内自然人 4.68% 7,387,345 7,387,345   

湖南中科岳麓创

业投资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4.07% 6,438,466 6,438,466   

长沙金信置业投

资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4.07% 6,438,466 6,438,466   

吕雅莉 境内自然人 3.93% 6,217,466 6,217,466 质押 6,217,466 

陈尚慧 境内自然人 1.11% 1,761,496 1,761,496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

说明 

费耀平、李杰、李建华、刘星沙和刘应龙五位股东为公司共同实际控制人及一致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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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股东兴宁市东胜劳务有限公司除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 217,980 股外，还通

过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 414,400 股，实际合计持

有 632,380 股；                                                                                       

2、公司股东刘世全通过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

456,591 股，实际合计持有 456,591 股；   

3、公司股东杨健除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 70,000 股外，还通过新时代证券有限责

任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 124,000 股，实际合计持有 194,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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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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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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7,062.48万元，同比增长19.93%；营业利润-1,039.18万元，同比增长2.39%；利润总额

-1,048.26万元，同比减少4.69%；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净利润-1,084.11万元，同比减少8.27%。 

在智慧政务领域，公司以2017年下半年中标湖南省“互联网+政务服务”项目为开端，2018年上半年，先后中标长沙、

岳阳、浏阳、华容等市县的“互联网+政务服务”项目，公司新签合同额随着“互联网+政务服务”和“网格化+社会治理”

两大智慧政务核心业务市场布局的推进而获得较快增长，从而继续保持在区域市场中的主导地位；而在智慧企业领域，公司

利用在区域市场的品牌及经验优势，积极寻求与大客户的合作，持续扩大在本地市场的影响力。 

在技术研发上，公司不断加大科研投入进行技术创新，报告期内公司也获得了一定成果：公司参与的《信息安全技术个

人信息去标识化指南》已进入报批稿阶段；由全国信息安全标准化技术委员会所主持，公司参与编制的《大数据安全标准化

白皮书（2018版）》的正式发布，标志着公司在大数据信息安全领域的技术先进性获得了同行业的认可；此外，报告期内，

公司分别参展了2018互联网岳麓峰会与2018湖南卫生健康信息技术交流大会，向与会者展示了公司自主研发的新产品及解决

方案，获得来自市场的良好反响，极大地提升了公司品牌知名度和行业影响力。 

报告期内，公司荣获中国城市科学研究会数字城市专业委员会“先进单位”称号；公司承建的“长沙县数字化城市管理

平台”项目在“第三届智慧城市管理与物联网技术应用创新大会暨物联网学组年会”中脱颖而出，获得“智慧城市管理创新

应用示范奖”；在2018中国国际大数据产业博览会的《大数据优秀产品和应用解决方案案例系列丛书》发布会暨“十佳大数

据案例”颁奖典礼上，公司科创医学大数据平台入选“百家大数据优秀案例”，成为全国仅有的7个医疗健康类优秀案例之一，

上述荣誉充分彰显了科创信息在大数据应用领域的产品研发和产业化实力，进一步提升了公司的品牌效益，为公司夯实核心

产品竞争力与保持国内市场领先地位起到了重要保障和推动作用，为公司的可持续健康发展奠定了扎实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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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