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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161                                证券简称：远望谷                          公告编号：2018-104 

深圳市远望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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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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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远望谷 股票代码 0021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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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琳 方晓涛 

办公地址 
深圳市南山区粤海街道高新南十道 63 号

高新区联合总部大厦 27 楼 

深圳市南山区粤海街道高新南十道63号高

新区联合总部大厦 27 楼 

电话 0755-26711735 0755-26711735 

电子信箱 stock@invengo.cn stock@invengo.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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溯调整或重述原因 

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

期增减 

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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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业收入（元） 195,848,324.10 216,997,096.53 216,922,518.93 -9.7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70,114,976.16 -21,640,362.51 -22,333,000.12 -213.9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的净利润（元） 
-74,687,639.45 -23,745,240.56 -24,437,878.54 -205.62%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93,753,517.72 -21,049,519.86 -36,689,601.60 -155.53%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948 -0.0293 -0.0302 -213.91%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948 -0.0293 -0.0302 -213.91%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4.24% -1.35% -1.41% -2.83%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

度末增减 

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后 

总资产（元） 2,449,104,429.28 2,120,667,796.46 2,474,641,496.48 -1.0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1,520,108,476.48 1,583,422,814.16 1,688,910,815.00 -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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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7,5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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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徐玉锁 境内自然人 22.50% 166,426,913  质押 101,050,000 

陈光珠 境内自然人 4.71% 34,866,728 26,150,046 质押 20,250,000 

陈长安 境内自然人 2.53% 18,729,760 14,047,320   

李霞 境内自然人 1.89% 14,000,000    

中央汇金资产管

理有限责任公司 
国有法人 0.44% 3,228,800    

香港中央结算有

限公司 
境外法人 0.30% 2,186,600    

刘存香 境内自然人 0.30% 2,182,500    

周敏 境内自然人 0.28% 2,041,214    

江新海 境内自然人 0.22% 1,623,100    

王文贤 境内自然人 0.21% 1,545,972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

说明 

徐玉锁先生与陈光珠女士为夫妻关系，存在一致行动可能。未知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

系，也未知是否属于一致行动人。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明

（如有） 

公司股东李霞通过长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 14,000,000 股。 

公司股东刘存香通过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 2,182,500 股。 

公司股东周敏除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 19,016 股，还通过平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

担保证券账户持有 2,022,198 股，实际合计持有 2,041,214 股。 

公司股东江新海通过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 1,623,100 股。 

公司股东王文贤除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 1,005,672 股，还通过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

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 540,300 股，实际合计持有 1,545,972 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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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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19,584.83万元，较上年同期减少9.72%；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7,011.50万元，较

上年同期净利润下降213.95%。业绩变动的主要原因为：1、公司所处行业竞争日趋激烈，毛利率较预期有所下降；2、部分

项目销售订单交付延迟，导致公司报告期内销售业绩未达预期目标。 

2018年上半年，公司继续坚持内生式发展与外延式发展相结合的战略发展模式，主营业务聚焦铁路、零售物联网及图书

行业市场，同时大力发展纺织洗涤、智慧旅游、烟酒管理、智能交通等RFID物联网垂直应用领域，提供高性能的RFID技术、

产品和整体解决方案。同时，充分利用上市公司资本平台，积极推进重大资产重组项目。 

在董事会、经营管理团队带领下，公司凝聚共识、砥砺前行，将管理改革推向深入，采取多项切实有效措施，通过自我

改革不断积蓄力量；高度重视合规运作和内部控制，根据监管要求，梳理、优化相关业务流程并有效落地，持续提升运作合

规水平，为主营业务发展提供有效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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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年3月28日新设子公司深圳市远望谷锐泰科技有限公司，持股比例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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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4月12日新增子公司毕泰卡文化科技（深圳）有限公司，持股比例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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