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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重要提示 

1 本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年度报告全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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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瑞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本公司出具了带强调事项段、其他事项段或与持续经

营相关的重大不确定性段的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对相关事项已有

详细说明，请投资者注意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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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依据瑞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我公司 2018 年度的财务审计结果，2018 年度归属于

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72,482,932.09 元，2018年年初未分配利润为-733,301,750.36 元，期末

未分配利润为-638,528,242.39 元。根据《公司法》、《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鉴于未分配利润

为负，不具备现金分红条件，公司董事会决定 2018年度不进行利润分配，亦不进行资本公积金转

增股本。 

 

二 公司基本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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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变更前股票简称 

A股 上海证券交易所 天津磁卡 600800 ST磁卡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张尧 秦竹青 

办公地址 天津市河西区解放南路325号 天津市河西区解放南路325

号 

电话 022-58585662 022-58585858-2191 022-58585662 

022-58585858-2191 

电子信箱 jrzqb@gmcc.com.cn jrzqb@gmcc.com.cn 

 

2 报告期公司主要业务简介 

公司主业包括数据卡产品：含磁条卡、智能卡、ID 卡等。印刷产品：含包装装潢印刷、出版物印

刷、票证印刷等。智能卡应用系统及配套机具：城市一卡通管理系统及配套机具、卡片第二代身



份证读写器等产品。 

经营模式：公司切实贯彻“以质量求生存，以创新谋发展，以诚信创信誉，以服务赢满意，诚信

铸就品牌、效率成就未来”的经营理念与经营方针。追求“尽责、协作、求知、图强”的精神，

以技术为支撑，视质量为生命，遵从制度化管理的经营模式，公司实现首批社保金融 IC 卡双界面

（闪付）卡的生产，华西长城银行金融 IC 双界面卡也已实现发卡。公司进一步增强在公共服务领

域的品牌影响力奠定了基础；自主研发的软件系统实现了独立销售，完成软件产品的技术服务在

科委、税务的备案工作，为顾客提供持续满足要求的产品和服务，不断增强顾客满意度。 

行业情况说明： 

数据卡行业业：我国已经成为数据卡产业在世界上发展最快，增长速度最快的国家。在我国消费

领域里，数据卡所涉及的行业、服务功能和市场规模逐渐扩大，受到越来越多的商家和消费者的

认可。截至 2018 年第三季度末，全国银行卡在用发卡数量 73.85 亿张，同比增长 13.3%;。2018

年，在“移动支付便民示范工程”政策统筹推进下，银行卡产业通过供给侧改革在便民惠民领域

进一步深化发展，为更多民生领域和生活场景搭建更安全便捷的支付环境。在公共交通领域，大

中城市中可受理移动支付工具的地铁和公交线路数量快速增加，手机 Pay 和二维码支付为乘客提

供了更多乘车便利。在公共服务方面，移动支付在个人所得税、住房公积金、交通罚款、医疗、

水电煤缴费等场景进一步渗透，覆盖范围不断扩大，支付体验持续提高。 

第二代身份证已经进入了正常的使用阶段，但是我国每年首次办理第一张身份证的人数约五六千

万人，另加上补办等因素，未来 5 年的总量还将呈增长态势。 

城市一卡通行业：城市一卡通 IC 应用领域已经进入 CPU 卡发展阶段，随着 4G 技术的成熟，5G

技术的出现以及国内手机支付标准的逐步统一，城市一卡通 IC 卡应用已涉及更多领域。跨行业、

跨地区深入、广泛的大规模应用已成为我国城市一卡通 IC 卡应用的显著特点，跨地区、跨行业应

用成为发展趋势。移动支付以其便捷的支付方式成为人们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部分。交通运输部举

行 2019 年 1 月份例行新闻发布会，交通运输部新闻发言人吴春耕表示，2019 年要实现全国 260

个地级以上城市交通一卡通互联互通。主要目标是推进交通一卡通便捷支付(移动支付)应用，实

现 260 个地级以上城市交通一卡通互联互通，其中 20 个地级以上城市实现交通一卡通移动支付应

用。进一步扩大使用人群，新发行互联互通卡(含移动支付账户)1500 万张。进一步推进城市轨道

交通、出租汽车、城市轮渡、市域(郊)铁路等多种出行方式一卡支付。 

印刷产品行业：随着计算机技术和网络技术的普及，印刷业的生产方式面临着一场前所未有的技

术革命，印刷周期缩短，成本不断下降，正在从传统的生产模式向数字化、信息化、个性化生产



转变。同时，科技进步对包装印刷和票证印刷防伪工艺及环保材料的应用也产生了很大影响，不

仅提高了包装印刷品的质量档次，也加速了绿色印刷目标的实现。公司作为绿色印刷企业，随着

环保设施上的投入、用新材料、新工艺的采用，为印刷产品的发展提供了技术保证。 

3 公司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3.1 近 3 年的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2018年 2017年 

本年比上年 

增减(%) 
2016年 

总资产 599,505,848.16 520,406,806.03 15.20 599,148,648.09 

营业收入 145,291,979.43 141,632,336.08 2.58 132,660,683.5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 

72,482,932.09 -59,521,943.51 不适用 19,363,545.1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 

-61,459,611.37 -59,308,814.00 不适用 -78,755,796.6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资产 

153,005,025.50 58,504,959.96 161.52 118,267,949.24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43,186,005.36 -70,854,032.87 不适用 -88,128,524.36 

基本每股收益（元

／股） 

0.12 -0.10 不适用 0.03 

稀释每股收益（元

／股） 

0.12 -0.10 不适用 0.03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

益率（%） 

76.50 -67.25 增加143.75个百分

点 

17.84 

 

3.2 报告期分季度的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第一季度 

（1-3 月份） 

第二季度 

（4-6 月份） 

第三季度 

（7-9 月份） 

第四季度 

（10-12 月份） 

营业收入 34,310,437.41 43,715,915.19 29,482,128.14 37,783,498.69 

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净利润 
-12,912,350.95 -16,666,225.08 -13,277,235.71 115,338,743.83 

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后的净

利润 

-12,917,367.62 -15,187,411.69 -14,349,765.6 -19,005,066.46 

经营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量净额 
-23,251,747.37 10,745,701.24 -14,612,097.78 -16,067,861.45 

 

季度数据与已披露定期报告数据差异说明 

□适用 √不适用  



4 股本及股东情况 

4.1 普通股股东和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数量及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 股 

截止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59,640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末的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59,050 

前 10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全称） 

报告期内

增减 

期末持股数

量 

比例

(%) 

持有

有限

售条

件的

股份

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东 

性质 股份 

状态 
数量 

天津环球磁卡集团有

限公司 

3,456,824 171,731,347 28.09 0 冻结 19,600,000 国有

法人 

北京元和盛德投资有

限责任公司 

  4,149,121 0.68 0 未知   境内

非国

有法

人 

毕月菊 -157,371 3,771,200 0.62 0 未知   未知 

刘芳 0.00 2,564,600 0.42 0 未知   未知 

陈楚山   2,342,200 0.38 0 未知   未知 

罗洁 -7,500 2,200,035 0.36 0 未知   未知 

梁黎明   1,826,716 0.30 0 未知   未知 

王文生   1,775,231 0.29 0 未知   未知 

宋毅军   1,589,035 0.26 0 未知   未知 

天津一德投资集团有

限公司 

0.00 1,521,388 0.25 0 冻结 1,521,388 国有

法人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

说明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

数量的说明 

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中，公司第一大股东天津环球磁卡集

团有限公司与其他无限售条件股东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也

不属于《上市公司股东持股变动信息披露管理办法》中规定

的一致行动人。未知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属于

《上市公司股东持股变动信息披露管理办法》中规定的一致

行动人。 

 

4.2 公司与控股股东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的方框图 

√适用  □不适用  



 
 

4.3 公司与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的方框图 

√适用  □不适用  

 

4.4 报告期末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 10 名股东情况 

□适用  √不适用  

5 公司债券情况 

□适用  √不适用  

三 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1 报告期内主要经营情况 

公司总资产 59,950.58 万元，总负债 48,264.29万元，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净资产 15,300.50万

元，营业收入 14,529.20万元，营业利润 7,287.49万元，其中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7,248.29

万元，期末未分配利润为-63,852.82万元。 

2 导致暂停上市的原因 

□适用 √不适用  

3 面临终止上市的情况和原因 

□适用 √不适用  

4 公司对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变更原因及影响的分析说明 

√适用□不适用  

1.2017年 4月 28日，财政部发布《企业会计准则第 42号——持有待售的非流动资产、处置组和

终止经营》（财会[2017]13 号），准则自 2017年 5月 28日起施行。 



2017 年 12 月 25 日，财政部发布修订了《财政部关于修订印发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通知》

（[2017] 30号），要求将部分原列示为“营业外收入”及“营业外支出”的资产处置损益调整至

资产处置收益列报。  

由于上述会计准则的颁布，公司需对会计政策进行相应变更，并按以上文件规定的起始日执行上

述会计准则。  

本次变更后，公司将按照财政部发布《企业会计准则第 42号——持有待售的非流动资产、处置组

和终止经营》（财会[2017]13 号）和《财政部关于修订印发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通知》（[2017] 

30号）的相关规定执行。其余未变更部分仍采用财政部前期颁布的《企业会计准则——基本准则》

和各项具体会计准则、企业会计准则应用指南、企业会计准则解释公告以及其他相关规定执行。 

公司于 2018 年 4月 24日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和第八届监事会第九次会议，分别审议通

过了《公司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会议表决情况详见 2018 年 4 月 25 日刊登在《中国证券

报》、《上海证券报》、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 上的《天津环球磁卡股份有限公司

第八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决议公告》和《天津环球磁卡股份有限公司第八届监事会第九次会议决

议公告》。 

3.本次会计政策变更的具体情况及对公司的影响  

（1）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42号——持有待售的非流动资产、处置组和终止经营》（财会[2017]13

号）的要求，企业应当对准则施行日存在的待售的非流动资产、处置组和终止经营采用未来适用

法处理。目前，公司尚未涉及此类事项。 

（2）根据《财政部关于修订印发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通知》（[2017] 30号），将部分原列示

为“营业外收入”及“营业外支出”的资产处置损益调整至资产处置收益列报。 

公司在利润表中新增“资产处置收益”项目，并对净利润按经营持续性进行分类列报，并且按照

《企业会计准则第 30 号——财务报表列报》等的相关规定，对 2017年第一季度合并财务报表营

业外收入——处置固定资产利得和营业外支出——固定资产处置损失追溯调整至“资产处置收

益”项目列报，2017年第一季度处置收益为 0元，2018年第一季度处置收益为 0元。 

（3）本次会计政策变更仅对财务报表列示产生影响，对公司损益、总资产、净资产不产生影响，

对公司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无重大影响。 

2018 年 6 月 15 日，财政部发布了《关于修订印发 2018 年度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通知》（财

会[2018]15 号），要求执行企业会计准则的非金融企业应当按照企业会计准则和通知要求编制财

务报表，2017年 12月 25日发布的《关于修订印发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通知》（财会[2017]30



号）同时废止。根据前述要求，本公司对相关会计政策内容进行调整，按照上述文件规定的一般

企业财务报表格式（适用于尚未执行新金融准则和新收入准则的企业）编制公司的财务报表。 

5 公司对重大会计差错更正原因及影响的分析说明 

□适用√不适用  

 

6 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对财务报表合并范围发生变化的，公司应当作出具体说明。 

√适用□不适用  

本公司 2018 年度纳入合并范围的子公司共 8 户。本公司本年度合并范围较上年度相比减少 2

户。 

截止 2018 年 12 月 31 日，本公司合并财务报表范围内子公司如下 
 

子公司名称 子公司类型 持股比例 表决权比例 

天津环球高新造纸网业有限公司 控股子公司 80 80 

天津环球特种丝有限公司 控股子公司 90 90 

天津环球磁卡营销有限公司 控股子公司 90 90 

天津市人民印刷厂储运服务部 全资子公司 100 100 

天津市环球蔡伦纸业有限公司 控股子公司 90 90 

天津环球磁卡商贸发展有限公司 控股子公司 99 99 

天津环球商贸经营部 全资子公司 100 100 

天津环球化学科技有限公司 控股子公司 73 7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