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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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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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公司负责人张成康、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欧阳湘英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刘李芬声明：保证本

半年度报告中财务报告的真实、准确、完整。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报告的董事会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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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赛意信息 股票代码 3006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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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柳子恒 李倩兰 

办公地址 
广州市天河区珠江东路 12 号 16 楼

1603-1605 单元 

广州市天河区珠江东路 12 号 16 楼

1603-1605 单元 

电话 020-89814259 020-89284412 

电子信箱 investor@chinasie.com investor@chinasie.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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1,367,760.32 322,859,128.20 11.9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25,403,116.07 37,588,923.97 -32.4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后的净利润（元） 
19,844,518.77 35,139,383.94 -43.53%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61,376,929.66 66,882,191.68 -191.77%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764 0.2610 -32.41%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764 0.2610 -32.41%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3.28% 11.09% -7.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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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27,221,387.01 886,689,990.59 15.8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773,894,036.85 764,490,920.78 1.23%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报告期末股东总数 9,7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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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成康 境内自然人 16.53% 23,808,629 23,808,629 质押 6,318,000 

佛山市美的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12.15% 17,496,000 17,496,000   

刘伟超 境内自然人 9.17% 13,207,320 13,122,000 质押 5,274,000 

刘国华 境内自然人 7.96% 11,457,900 11,457,900 质押 5,274,000 

欧阳湘英 境内自然人 6.14% 8,838,000 8,838,000 质押 4,607,280 

珠海高瓴天成股权投资基金（有限

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人 5.25% 7,560,000 7,560,000   

曹金乔 境内自然人 4.92% 7,090,200 6,998,400 质押 5,274,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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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意成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 
境内自然人 3.38% 4,860,000 4,860,000   

广州意拓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 
境内非国有法人 3.38% 4,860,000 4,860,000   

广州意道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 
境内非国有法人 3.04% 4,374,000 4,374,0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张成康、刘伟超、刘国华、欧阳湘英、曹金乔互为一致行动人。意拓

投资、意成投资、意道投资均为公司员工持股的合伙企业。除上述关

联关系外，上述其他股东间不存在其他关联关系。 

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明

（如有） 

股东刘伟超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 13,122,000 股，通过西藏东方财富

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 85,320 股，实际合

计持有 13,207,3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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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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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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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概述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361,367,760.32元，较上年同期增长11.93%；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25,403,116.07元，较上年同期减少32.42%。公司始终坚持在企业级服务市场的主航道上前行，在人才建设、

自主产品研发等方面加大投入，受上述相关费用增加影响，公司净利润较上年同期有所下降。 

 

（2）主要经营情况及重大事项 

①主营业务收入保持增长，业务发展主航道始终与行业发展趋势保持一致。 

在国内产业升级、两化融合、智能制造与“互联网+”加速推进的背景下，企业管理日趋精细化，对提升生

产效益、管理效率、产品服务品质的要求越来越高，对生产管理、运营支撑、设备物联、数据集成分析等领域

的服务需求强劲，企业信息化服务市场潜力巨大。 

报告期内，公司坚持“360度企业信息化解决方案提供商”的定位，专注于面向制造、零售、现代服务业等

行业领域的集团及大中型客户提供卓有成效的信息化及智能制造解决方案，为企业运营及生产层面所涉及到的

各个环节进行系统的规划、设计、实施和运维服务，帮助客户在优化业务流程、节约成本的同时提高工作效率，

为客户交付业务价值，从而提升商业效能。在泛ERP领域，得益于公司多年的行业积累和客户信任，公司保持相

对领先优势。在智能制造领域，随着工业物联网、大数据和云计算等新兴技术在制造业的蓬勃发展与广泛应用，

智能制造的定义、内涵、特征逐渐清晰，企业级客户信息化需求开始聚焦到智能制造的方案设计及实践落地当

中。公司在上述相关领域持续开展人力资源布局及技术储备，报告期内公司陆续在高科技行业智能工厂改造、

家居行业C2M柔性制造、研究院所数字化研发设计协同等综合智能解决方案领域取得突破并获得标志性订单。同

时，公司与华为云开展紧密合作，在新零售、生物技术、汽车整车等行业龙头客户中持续推动，在多家企业中

实现SAP S/4 HANA大型ERP基于华为云的云端部署并顺利运行，进一步夯实公司华为云领先级合作伙伴的先导地

位。 

 

②推出工业互联网平台，进一步扩大在智能制造及工业互联网领域的竞争优势。 

报告期内，公司继续加强在智能制造及工业互联网方向的解决方案研发投入。公司基于自身的360度企业信

息化解决方案，推出了赛意工业互联网平台。赛意工业互联网平台针对工业4.0时代的新特点，透过物联网、大

数据与云端智能，使IT（信息技术）与OT（工厂营运技术）两者实现融合，由OT领域的传感器获取数据，上传

IT领域的云端中心执行大数据分析，繁衍各种创新应用，从而助力企业降低成本、提高效率、提升产品品质和

服务客户的响应速度，最终实现智能生产和智慧营销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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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完成景同科技收购，协同效应持续释放，收获多家重量级客户。 

报告期内，公司完成对上海景同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51%股权的收购，自2018年6月始，景同科技正式成

为公司的控股子公司，纳入合并报表范围。景同科技为一家在SAP咨询实施服务领域开展业务、经营据点覆盖全

国的高端解决方案服务提供商，本次收购的完成使得公司迅速获得在SAP数字化核心业务领域的咨询服务交付能

力，在SAP的优势行业获取较为丰富的业务订单及对应收入。从实际业务开展情况看，公司与景同科技在市场营

销、解决方案、人力资源等领域已经开始持续释放协同效应，在汽车整车、装备制造、医药零售等领域收获多

家重量级客户；此外，公司预计此次收购将使得公司有机会在SAP数字化创新领域，尤其是在智能制造工业云平

台领域开展深入的应用研究，以获得新的业务驱动能力，从而布局未来的业务发展。 

 

④设立产业投资基金，利用资本力量加快产业创新，助推企业转型升级。 

报告期内，公司公告了产业基金设立方案，并于7月31日正式设立“广东赛意信息产业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设立产业基金旨在以资本为连接，布局面向制造业、服务业等头/腰部企业的云计算、大数据、人工智能创新公

司，在企业级服务领域寻找持续盈利能力稳定或中长期具有较大增长潜力的标的进行投资或孵化，深度践行企

业服务SaaS的商业模式创新，同时通过内生增长与外延式投资并购相结合的方式提升公司的收入与利润规模、

实现企业的经营目标。产业基金的成立有利于公司整合社会资本和优势资源，充分发挥投资平台作用，加大公

司在企业级服务领域的布局，加快产业创新和融合，推动公司实现转型升级发展。 

 

⑤产业基金战略投资HR智思云，布局企业级SaaS市场。 

上海智思信息科技有限公司是一家专注于人力资源数字化解决方案的云计算和移动互联网的信息技术企

业，作为腾讯微信与阿里云的战略合作伙伴,其致力于借助云端套装HR SAAS平台为现代企业提升人员效率、打

造执行力与发展人才进行全方位赋能。其核心产品“智思云（Link People）”是一款以“人”为切入点，为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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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提供员工沟通、员工协作、员工管理一体化体验的SAAS人力资源管理平台，具有深度可配置性、按需采购、

即插即用、实施周期短、综合成本低而智能化程度高等特点。 

 
智思云的主要客户包括劲霸服饰、卡通尼、上海第十人民医院、第一财经、中文在线、湖南广播电视台等。

通过本次投资，公司将把市场资源、人才团队、管理经验等核心能力充分导入智思云，结合公司对技术、产品、

企业成长的深刻理解，协助智思云成长，进而推动公司在HR SaaS领域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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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告期新增上海景同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广东赛意信息科技有限公司、赛意信息科技有限公司3家子公司。 

 

 

广州赛意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一八年八月二十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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