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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300730                           证券简称：科创信息                           公告编号：2019-012 

湖南科创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年度报告摘要 

一、重要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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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者应当到证监会指定媒

体仔细阅读年度报告全文。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异议声明：无。 

所有董事均亲自出席了审议本次年报的董事会会议。 

天职国际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本年度公司财务报告的审计意见为：标准的无保留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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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经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的普通股利润分配预案为：以 158,008,198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0.60 元

（含税），送红股 0 股（含税），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转增 0 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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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传真 0731-82068670 0731-82068670 

电话 0731-82068690 0731-82068690 

电子信箱 creator@chinacreator.com creator@chinacreator.com 

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一）公司主营业务  

公司是国内智慧政务及智慧企业领域的信息化综合服务提供商，主要致力于为政企客户提供集软件开发、系统集成、IT

运维等于一体的信息化综合解决方案。公司注重云计算、大数据、人工智能等领域的技术研发及产品创新，经过多年的研发

投入，已经形成了基础设施集约化管理、数据资源智能化处理、业务应用敏捷化开发等功能于一体的核心技术体系及支撑平

台，并以此为基础，针对政企客户的不同需求，开发了多类智慧政务及智慧企业解决方案。报告期内，公司主营业务未发生

重大变化。 

（二）公司主要经营模式  

1、销售模式 

公司提供信息化综合解决方案的客户主要为政府机关、事业单位及行业大中型企业，采用直销模式能更好满足上述客户

的定制化需求，提供快速响应的客户服务，故而公司销售模式主要以直销模式为主，经销商模式为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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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采购模式 

公司采购模式为：各事业部提出采购申请并提供相关资料，由公司采购部统一负责。公司采购内容主要是以通用软件、

硬件为主的商业现货采购，另外还有一定量的劳务外包及技术服务采购。 

为对采购过程进行有效的控制，规范对外部供应商的管理，确保采购的产品符合规定的要求，公司制定《采购控制程序

文件》用于规范公司的采购管理。 

3、生产模式 

公司主要采用“以销定产”的生产模式。由于客户的需求存在差异性，公司对项目合同的运作分为售前、实施及运维三个

阶段。 

公司经营模式主要受产业链上下游发展情况、公司技术与服务能力、主要客户行业政策等因素的影响，报告期内，影响

公司经营模式的关键因素未发生重大变化，预计未来一定期间公司经营模式不会发生重大变化。 

(三)公司所处行业分析  

1、行业竞争格局和市场化程度 

公司所处行业为“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我国软件产业经过多年的培育，已进入快速成长期，产业规模迅速扩大，技

术水平快速提高，骨干企业不断成长，产业向高质量方向发展步伐加快，结构持续调整优化，正成为数字经济发展、智慧社

会演进的重要驱动力量。 

2018年，我国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整体保持稳中向好发展态势，软件业务收入保持较快增长，盈利能力稳步提升，从

业人数和工资总额稳步增加。 

2、行业的周期性、区域性和季节性特点 

（1）周期性特征 

随着新一代信息技术体系化创新并与应用领域的加速融合，我国信息化建设正向互联网化、移动化、智能化方向加速演

进。公司所处的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作为我国信息化建设的主导力量，受益于一系列国家鼓励与支持政策，具备广阔的市

场发展空间，具有较强的抗周期性特征。 

（2）区域性特征 

我国信息化建设总体呈现出地区发展不平衡的现状：东部地区发展较好，中部其次，西部地区建设水平最末，但随着国

家大力支持西部地区开发建设，加大了对西部地区的财政转移支付力度，促使西部地区网络基础设施建设和信息通信技术应

用大幅提升，中西部地区信息化产业发展较快，与东部地区差距正在逐渐缩小。 

（3）季节性特征 

目前我国智慧政务及智慧企业领域信息化建设仍以政府机关、事业单位及大中型国有企业为主导，该部分政企客户通常

实行预算管理及集中采购制度，采购招标及结算具有明显的季节性特征。 

3、公司行业竞争地位 

公司凭借雄厚的研发实力与丰富的信息化解决方案实施经验，已在智慧政务及智慧企业领域形成自己独特的竞争优势。 

 

3、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1）近三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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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位：人民币元 

 2018 年 2017 年 本年比上年增减 2016 年 

营业收入 332,604,355.71 307,423,525.28 8.19% 271,433,199.1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35,111,525.15 44,494,787.97 -21.09% 37,490,815.7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33,190,236.66 39,410,784.83 -15.78% 33,814,877.42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9,459,067.37 7,462,076.69 -360.77% 951,656.86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220 0.370 -40.54% 0.540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220 0.370 -40.54% 0.54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8.49% 18.82% -10.33% 20.87% 

 2018 年末 2017 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减 2016 年末 

资产总额 615,798,563.49 606,433,571.66 1.54% 358,587,870.2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404,703,052.19 378,886,126.94 6.81% 177,314,918.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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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分季度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人民币元 

 第一季度 第二季度 第三季度 第四季度 

营业收入 19,838,764.59 50,786,080.83 95,411,294.14 166,568,216.1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9,975,883.89 -865,210.68 14,679,693.13 31,272,926.5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9,911,359.92 -1,029,123.63 14,602,926.92 29,527,793.29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78,888,878.09 -21,534,034.30 6,484,291.54 74,479,553.48 

上述财务指标或其加总数是否与公司已披露季度报告、半年度报告相关财务指标存在重大差异 

□ 是 √ 否  

4、股本及股东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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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期末普通

股股东总数 
20,765 

年度报告披露

日前一个月末

普通股股东总

数 

19,893 

报告期末表决

权恢复的优先

股股东总数 

0 

年度报告披露

日前一个月末

表决权恢复的

优先股股东总

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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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长沙金信置业

控股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4.07% 6,438,466    

吕雅莉 境内自然人 2.93% 4,637,501  质押 3,4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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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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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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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以方框图形式披露公司与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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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年度，公司传统业务与创新业务齐头并进，以创新为基础，市场需求为导向，通过以智慧政务、智慧企业解决方案

开发和销售为核心的内涵式发展和以产业链合作为代表的外延式发展相结合，不断提高传统业务的盈利率和市场占有率。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33,260.44万元，同比增长8.19%；营业利润3,943.07万元，同比下降18.85 %；利润总额3,980.83

万元，同比下降23.86%；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净利润3,511.15万元，同比下降21.09%。 

报告期内，公司重点工作回顾： 

1、优势引领智慧政务发展，区域市场始终主导并呈良好发展态势 

报告期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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占据区域市场主导地位，在区域市场的份额

不断扩大。 

在“互联网+政务服务”领域，公司凭借“湖南省政府互联网+政务服务一体化平台建设”项目的战略性布局，先后在长沙、

岳阳、浏阳、吉首、湘西州及望城区、华容县、蓝山县等近30个地市区县成功推广。 

在“网格化+社会治理”领域，公司继续以“1+N”一体化建设的模式在地市级市场快速复制，在报告期内中标株洲、衡阳、

汨罗、临湘等地市网格化平台建设项目，并在全省范围内完成超过60个市、区县的“网格化+社会治理”平台推广工作，进一

步扩大了区域优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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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续保持公司在区域市场中的主导地位。 

在自主可控领域，在刚刚开始的新一轮国产软件自主可控及信息安全产业链生态链上公司已经占领了有利地位，公司

电子政务软件（公文传输、办公oa等软件）均已列入湖南省和长沙市自主可控计算机及信息安全产业链上自主可控应用核心

软件名单。 

报告期内，公司在大数据行业应用方面稳步向前，除在原有的医学大数据和市场监管大数据领域继续深耕，在交警、

政务、教育、税务等行业也先后取得突破。公司承接了长沙市公安交警大情报平台、宁夏自治区市场监管局大数据监管平台

项目、中南大学学工大数据、湖南税务大数据平台等项目，未来基于大数据的应用前景可期。 

2、技术和模式创新双管齐下，智慧企业业务稳步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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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期内，公司继续推动智慧企业业务的转型升级，技术创新引领、应用模式紧跟其后。 

在技术创新方面，公司突破深加工玻璃检测领域的技术难点，首创国内重大技术装备：深加工玻璃在线质量检测系统，

填补了国内的技术空白；继续强化云计算、大数据、人工智能技术的研发，推进新技术在企业业务中的应用，视频运营数据

平台为用户实时展现了在线视频的相关运营数据，包括用户订购、投诉、收入、用户画像、经营分析等数据，为精细化运营

分析提供了数据保障，公司承建的联通在线视频运营大数据平台得到用户的高度评价。 

在模式创新方面，将电子渠道业务的优势产品云化，依托公司云平台，由项目到服务的转变，将直播、移动办公、在线

客服部署至云上，进行SaaS服务的推广，将优势项目拓展至云服务，为公司智慧企业业务带来新的增长点。此外，公司注重

行业企业管理应用的行业积累，已在银行、物流等行业取得突破。 

3、不断加大研发创新力度，推动公司技术实力增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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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将基础软件研发中心升级为企业级研究院，下

设人工智能、智能视觉、大数据、平台软件、智慧政务五大研究所，推动新技术与行业的深度结合，增强公司的技术实力。

报告期内，公司新增软件著作权43项，新增实用新型专利5项；新增申请发明专利12项（其中10项已进入实质审查阶段）；

新增申请实用新型专利6项（其中3项已获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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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加大公司品牌宣传，深入行业交流合作，树立公司优质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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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承建的多个项目荣获多项荣誉，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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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获得“智慧城市管

理创新应用示范奖”，长沙市公安交警情报平台作为长沙交警“情指勤督”新型勤务机制应用的核心部分，荣获 2018 年度交通

管理“十佳创新应用”特等奖。公司还联合中国长城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中国电子科技集团公司第四十八研究所等 9 家单

位，发起成立长沙市自主可控及信息安全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并当选联盟副理事长单位。上述荣誉及行业内的交流合作

充分彰显了公司在智慧政务领域产品研发和产业化实力，进一步提升了公司的品牌效益。  

2、报告期内主营业务是否存在重大变化 

□ 是 √ 否  

3、占公司主营业务收入或主营业务利润 10%以上的产品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产品名称 营业收入 营业利润 毛利率 
营业收入比上年

同期增减 

营业利润比上年

同期增减 

毛利率比上年同

期增减 

智慧政务 236,053,391.38 92,377,041.30 39.13% -3.64% -1.98% 0.66% 

智慧企业 95,140,988.15 27,719,509.90 29.14% 55.48% 13.15% -10.90% 

4、是否存在需要特别关注的经营季节性或周期性特征 

√ 是 □ 否  

按业务年度口径汇总的主营业务数据 

□ 适用 √ 不适用  

5、报告期内营业收入、营业成本、归属于上市公司普通股股东的净利润总额或者构成较前一报告期发生

重大变化的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6、面临暂停上市和终止上市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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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1）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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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会计政策变更 

财政部于 2018 年颁布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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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经

董事会会议批准，从 2018 年 1 月 1 日开始按通知规定编制财务报表，并对可比期间的比较数据按照通知规定进行调整。  

该会计政策变化对本公司报告期合并财务报表影响列示如下： 

会计政策变更的内容和原因 报表项目 影响期末或本期金额 影响期初或上期金额 

将应收票据和应收账款合并计入应

收票据及应收账款项目 

应收票据 -30,000.00 -1,964,488.04 

应收账款 - 155,661,264.58 -106,812,607.61 

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 155,691,264.58 108,777,095.65 

将应付票据和应付账款合并计入应

付票据及应付账款项目 

应付票据  -13,158,636.00 

应付账款 -56,244,946.79 -37,898,597.33 

应付票据及应付账款 56,244,946.79 51,057,233.33 

将原计入管理费用项目的研发费用

单独列示为研发费用项目 

研发费用  24,252,042.35 22,045,032.76 

管理费用 -24,252,042.35 -22,045,032.76 

将原计入营业外收入的个税手续费

返还计入其他收益 

其他收益 77,143.16 84,471.82 

营业外收入 -77,143.16 -84,471.82 

将与资产相关的政府补助计入收到

的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收到的其他与投资活动有关的

现金-与资产相关的政府补助 
-1,500,000.00  

收到的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

现金-政府补助 
1,500,000.00  

新增“设定受益计划变动额结转留

存收益”项目 
合并所有者权益变动表：无影响 

该会计政策变化对公司报告期母公司财务报表影响列示如下： 

会计政策变更的内容和原因 报表项目 影响期末或本期金额 影响期初或上期金额 

将应收票据和应收账款合并计入应

收票据及应收账款项目 

应收票据 -30,000.00 -1,964,488.04 

应收账款 -154,881,114.50  -106,404,070.70 

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 154,911,114.50  108,368,558.74 

将应付票据和应付账款合并计入应

付票据及应付账款项目 

应付票据  -13,158,636.00 

应付账款 -50,006,603.40 -37,446,448.61 

应付票据及应付账款 50,006,603.40 50,605,084.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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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计政策变更的内容和原因 报表项目 影响期末或本期金额 影响期初或上期金额 

将原计入管理费用项目的研发费用

单独列示为研发费用项目 

研发费用  23,500,937.22 21,392,189.57 

管理费用 -23,500,937.22 -21,392,189.57 

将原计入营业外收入的个税手续费

返还计入其他收益 

其他收益 77,143.16 79,459.39 

营业外收入 -77,143.16 -79,459.39 

将与资产相关的政府补助计入收到

的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收到的其他与投资活动有关

的现金-与资产相关的政府补

助 

-1,500,000.00  

收到的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

的现金-政府补助 
1,500,000.00  

新增“设定受益计划变动额结转留

存收益”项目 
所有者权益变动表：无影响 

2、会计估计的变更 

本公司本报告期未发生会计估计变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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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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