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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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出席董事情况 

未出席董事职务 未出席董事姓名 未出席董事的原因说明 被委托人姓名 

董事 徐茂君 工作原因 张华 

 

4 天职国际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本公司出具了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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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天职国际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并出具的标准无保留意见审计报告，公司

2018 年实现的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1,634,640.81 元，加上期初未分配利润 

-110,244,568.13元，可供股东分配的利润为 -108,609,927.32 元。 

由于公司年末未分配利润为负，2018年度拟不进行利润分配，也不进行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

该预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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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湘邮科技 600476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孟京京 石旭 

办公地址 
长沙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麓谷基地

玉兰路2号 

长沙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

区麓谷基地玉兰路2号 

电话 0731-8899 8688 0731-8899 8817 

电子信箱 copote@copote.com  shixu@copote.com  

 

2 报告期公司主要业务简介 

（一）公司业务概况 

mailto:copote@copote.com
mailto:shixu@copote.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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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期内，公司的主营业务未发生重大变化，主要包括应用软件、系统工程、代理产品销售、

自主硬件产品研发及销售四大主营业务。 

应用软件业务：2018 年，公司继续以打造中国邮政车辆运行管控平台、新一代集邮平台、中

国邮政互联网短信服务平台三大平台级软件项目为重点，逐步实现项目建设目标和经营目标。中

国邮政车辆运行管控平台项目，初步构建了 “互联、智能、可视、高效、共享”的车辆运行管控

平台；新一代集邮业务平台项目提供了集邮票品全周期智能信息化分析与管理；中国邮政互联网

短信服务平台是为中国邮政量身打造的综合性短信营销服务平台。 

系统工程业务：2018 年，公司还推动了系统集成类项目从工程施工向运维服务的升级，通过

引进专业运维人员、加大内部培训等措施，确保了湖南邮政 ATM 维保、湖南邮政金库维保等项目

的顺利实施。 

代理产品销售业务：2018 年，积极拓展新产品，重点推出了智能模组带系统及安防专用设备

等产品。此外，公司紧跟集团信息化建设新需求，进一步拓宽了代理产品的渠道，业务规模大幅

提升。 

自主硬件产品研发及销售：2018 年，紧跟市场需求，积极拓展新产品，重点推出了智能信报

箱、智能模组带系统以及安防专用设备。 

（二）经营模式 

2018 年公司经营模式多以参与客户公开招标或单一来源采购方式获取项目，承建的项目包含

软件产品开发、系统集成、运维服务和代理产品销售等诸多方面。公司有完善的软件开发能力和

工程售后服务队伍，能够自主完成客户下达的软件开发、系统集成及运行维护项目。 

（三）行业情况说明 

根据工信部公布的数据，2018 年全国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累计完成软件业务收入 63,061

亿元，同比增长 14.2%，其中软件产品收入 19,353亿元，同比增长 12.1%，占全行业比重为 30.7%；

信息技术服务收入 34,756 亿元，同比增长 17.6%，占全行业收入比重为 55.1%。全行业实现利润

总额 8,079 亿元，同比增长 9.7%；实现出口 554.5 亿美元，同比增长 0.8%。规模以上企业 3.78

万家，从业人数达到 643 万人，比上年增加 25万人，同比增长 4.2%，行业人均创造业务收入 98.06

万元，同比增长 9.6%。总体上看，全国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仍然保持着良性增长势头。 

而展望 2019年，软件业发展仍将是一抹亮色。人工智能等新兴技术构筑起产业发展新支柱，

软件业与制造业融合发展依然是主攻方向，并将在融合中不断释放新动能。可以说，软件和信息

技术服务业与制造业等其他领域的产业融合、技术融合、市场融合的进一步加速和深化，将成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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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造强国和网络强国建设的重要支撑，成为建设数字中国、智慧社会的重要引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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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35,588,183.00 409,210,319.42 30.88 353,631,911.18 

营业收入 310,363,836.99 273,157,025.65 13.62 277,641,410.0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 
1,634,640.81 2,128,807.64 -23.21 2,311,558.4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 

-2,355,035.88 -2,068,081.02   -31,333,638.4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资产 
231,628,745.72 200,167,587.69 15.72 198,038,780.05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4,609,013.93 -51,125,860.90   -31,113,425.92 

基本每股收益（元

／股） 
0.010 0.013 -23.08 0.014 

稀释每股收益（元

／股） 
0.010 0.013 -23.08 0.014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

益率（%） 
0.810 1.07 减少0.26个百分点 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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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600,314.75 54,141,584.69 73,644,414.24 139,977,523.3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利润 
-6,348,163.98 6,705,827.70 -11,248,812.24 12,525,789.3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后的净利润 

-7,824,429.66 4,927,873.55 -11,681,541.02 12,223,061.25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净额 
10,664,122.97 -27,405,251.00 31,857,447.71 -19,725,333.61 

 

季度数据与已披露定期报告数据差异说明 

□适用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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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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028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末的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24,5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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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中邮资产管理有

限公司 
0 53,128,388 32.98 0 无  国有法人 

邮政科学研究规划院 0 10,229,332 6.35 0 无  国有法人 

江西赣粤高速公路股

份有限公司 
0 6,864,000 4.26 0 无  国有法人 

张玉敏 0 2,940,000 1.83 0 未知  其他 

翟铖铖 1,200,004 2,500,000 1.55 0 未知  其他 

魏然 -80,000 1,920,000 1.19 0 未知  其他 

叶小燕 1,000 765,200 0.48 0 未知  其他 

赵光明 -60,196 528,496 0.33 0 未知  其他 

李江 0 455,301 0.28 0 未知  其他 

朱永康 50,900 453,600 0.28 0 未知  其他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

明 

北京中邮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与邮政科学研究规划院同为中

国邮政集团公司下属企业，具有关联关系，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持股变动信息披露管理办法》规定的一致行动人。未知

其余八名无限售条件股东之间是否具有关联关系，是否为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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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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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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年度公司共实现营业收入 31,036.38 万元，同比增长 13.62%；净利润 161.89万元，同

比减少 49.97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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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公司自 2018 年 1 月 1 日采用财政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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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规定。会计政策变更导致影响如下： 

会计政策变更的内容和原因 受影响的报表项目名称和金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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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应收票据与应收账款合并为

“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列示 

合并资产负债表：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期末列示金额

181,341,934.81 元，期初列示金额 154,703,435.60元；资产

负债表：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期末列示金额 181,341,934.81

元，期初列示金额 154,703,435.60元。 

将应收利息、应收股利与其他应

收款合并为“其他应收款”列

示 

合并资产负债表：其他应收款期末列示金额 43,374,465.50

元，期初列示金额 45,502,802.93元；资产负债表：其他应收

款 期 末 列 示 金 额 43,258,081.49 元 ，期 初 列示 金 额

45,561,268.40元。 

将固定资产、固定资产清理合并

为“固定资产” 

合并资产负债表：固定资产期末列示金额 37,593,412.86元，

期初列示金额 38,712,936.26 元；资产负债表：固定资产期末

列示金额 37,507,395.09 元，期初列示金额 38,469,834.42

元。 

将在建工程、工程物资合并为

“在建工程” 
无影响。 

将应付票据与应付账款合并为

“应付票据及应付账款”列示 

合并资产负债表：应付票据及应付账款期末列示金额

96,325,609.60元，期初列示金额 50,585,664.79 元；资产负

债表：应付票据及应付账款期末列示金额 94,894,716.47元，

期初列示金额 48,915,771.66 元。 

将应付利息、应付股利与其他应

付款合并为“其他应付款”列

示 

合并资产负债表：其他应付款期末列示金额 4,537,181.69元，

期初列示金额 3,853,478.45 元；资产负债表：其他应付款期

末列示金额 10,047,132.64 元，期初列示金额 9,597,660.57

元。 

将专项应付款变更为“长期应

付款”列示 
无影响 

新增研发费用报表科目，研发费

用不再在管理费用科目核算 

合并利润表：研发费用本期增加 2,820,909.00 元，合并管理

费用本期减少 2,820,909.00 元；研发费用上期增加

3,060,648.12元，管理费用上期减少 3,060,648.12元。利润

表：研发费用本期增加 2,820,909.00元，管理费用本期减少

2,820,909.00元；研发费用上期增加 3,060,648.12元，管理

费用上期减少 3,060,648.12 元。 

“财务费用“项目下增加“利

息费用”和“利息收入”明细

项目列报 

合并利润表：利息费用本期列示金额 6,708,343.08元，利息

收入本期列示金额 299,555.78 元；利息费用上期列示金额

5,722,545.87 元，利息收入上期列示金额 128,463.29 元；

利润表：利息费用本期列示金额 6,708,343.08 元，利息收入

本期列示金额 297,305.05 元；利息费用上期列示金额

5,722,545.87元，利息收入上期列示金额 125,967.99元； 

将代扣个人所得税手续费返还

从原营业外收入调整到“其他
无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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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益” 

政府补助无论与资产相关还是

收益相关，现金流量表中均作为

“收到的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

的现金”列报 

无影响 

新增“设定收益计划变动额结

转留存收益” 
无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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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子公司名称 

湖南长沙波士特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