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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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潘丽春 工作原因 史烈 

 

 

4 天健会计师事务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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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公司 2018 年度审计报告，母公司 2018 年度

实现净利润 74,247,915.16 元。按照公司章程规定，提取 10%的法定盈余公积金 7,424,791.52 元，

加上年初未分配利润 913,273,448.22 元，减去已分配 2017 年度现金红利 52,760,935.80 元，年末

实际可供分配的利润为 927,335,636.06 元。 

现拟以 2018 年末总股本 1,055,218,716 股扣减已回购股份数 2,862,300 股后的股份总数

1,052,356,416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按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0.3 元（含税），共计派发现金

31,570,692.48 元，剩余可分配利润 895,764,943.58 元转入以后年度分配。本年度公司不进行公积

金转增股本方案。 

如公司董事会、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利润分配方案后到方案实施前公司可参与利润分配的股份

总数发生变动的，则以实施分配方案时的股权登记日可参与利润分配的股份总数为基数实施 2018

年度利润分配，并保持上述分配比例不变。 

本预案尚需提交公司 2018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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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浙大网新 600797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许克菲 马清 

办公地址 
浙江省杭州市西园一路18号浙大网新

软件园A楼15层 

浙江省杭州市西园一路18

号浙大网新软件园A楼15层 

电话 0571-87950500 0571-87950500 

电子信箱 xukefei@insigma.com.cn maqing@insigma.com.cn 

 

2 报告期公司主要业务简介 

（一）报告期内公司所从事的主要业务、经营模式 

报告期内，公司坚持“技术洞见，扎根行业”的战略定位，利用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等

技术，在智慧云服务、智慧城市、智慧商务和智慧生活四大领域提供从咨询规划到架构设计、软

件开发、软硬件集成、业务流程外包、运营维护以及承揽大型工程总包。基于多年行业经验，公

司着重深耕三大优势行业：大交通、大金融、大健康，推动产业智能化升级。 

在智慧云服务领域，公司利用自身在杭州转塘、杭州西溪、杭州紫荆、淳安千岛湖、临安青

山湖、上海金桥的多个优质数据中心，继续为行业客户提供 IDC 托管、云计算和互联网资源加速

服务。公司目前智慧云服务的客户主要有阿里巴巴、浙江省政府、杭州市政府、浙江省金融行业

以及百度、腾讯、爱奇艺、1 号店、洋码头、搜狐等企业。 

在智慧城市领域，公司持续深入沿海及中西部地区较发达的二三线城市，通过叠加人工智能、

大数据、云计算等高新技术，提供新一代智慧城市顶层设计、项目建设、运营三个层面服务。其

中，公司重点投入大交通领域的城际交通、城市交通业务，并在城市大脑指挥中心、智慧城管、

综合管廊、智慧水务、电子政务、智慧园区等方面助力城市管理，提升运营效率。主要产品有人

脸识别自助实名制核验闸机、政务服务 AI 客服、移动警务 App、综合管廊运行管理系统、三维地

理事件分析平台、智慧城管平台、智能交通综合管控平台等。 

在智慧商务领域，公司重点投入大金融领域，利用人工智能、区块链、云计算、大数据四大

技术支柱构建下一代金融的基础设施，利用金融科技创新金融场景和生态，构建智能金融服务价

值网。主要产品有闪蝶人工智能业务分析平台、金融数据服务平台、金融数据计算引擎软件、小

微信用宝平台、“工商联连”政企服务平台、企业创业担保贷款经办系统等。 

在智慧生活领域，公司重点聚焦大健康领域，继续深化拓展养老、社保、医疗等健康和民生

保障业务，利用大数据、云计算等技术优化智慧生活方式，业务涵盖智慧社保、移动医疗、智慧

医院、劳动就业、社会救助、健康大数据等方面，主要产品有就业管理与服务信息系统、劳动关



系运行管理平台、数据标准化转换平台、“医快付”云服务项目等。 

（二）报告期内公司所处的行业情况说明 

公司所处行业为软件与信息技术服务业。 

1、信息技术服务业发展现状 

2018 年，我国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产业规模进一步扩大，盈利能力稳步提升，行业就业形

势保持稳定，产业服务化、平台化、融合发展态势更加明显。2018 年，全国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

业规模以上企业 3.78 万家，比上年增加 2,881 家；累计完成软件业务收入 63,061 亿元，同比增长

14.2%。据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18 年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增加值比上年同期增

长 30.7%，增速居国民经济各行业之首。 

2、人工智能技术转向技术与产业的融合 

人工智能已成为引领科技发展的重要驱动力，技术与产业的融合落地在 2018 年得到实现。政

策上，《2018 年国务院政府工作报告》指出，加强新一代人工智能研发应用，在医疗、养老、教

育、文化、体育等多领域推进“互联网+”；发展智能产业，拓展智能生活。2018 年的市场回归理

性，更为注重人工智能与产业的商业性落地，国内外一级市场人工智能领域投资资金呈现头部集

中趋势。 

3、三大重点行业进入加速发展期 

交通行业正处黄金发展期。尽管我国的智能交通行业发展较快，但与发达国家相比，仍处于

初级阶段，具有巨大的发展空间。《“十三五”现代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发展规划》明确指出，将信息

化智能化发展贯穿于交通建设、运行、服务、监管等全链条各环节，推动云计算、大数据、物联

网、移动互联网、智能控制等技术与交通运输深度融合，实现基础设施和载运工具数字化、网络

化，运营运行智能化。随着人工智能等技术的不断发展，在一段时间内智慧交通的发展还将处于

高速发展期。 

金融科技加速传统金融行业改造升级。随着人工智能、区块链、云计算、大数据等新兴技术

的发展，金融科技正以如火如荼之势对传统金融的业态进行深刻改造，它改变了金融功能的实现

形式、金融市场组织模式、金融服务的供给方式，不断为现代金融注入新的活力，也为解决金融

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提供了新的手段。金融科技帮助企业加快业务流程和商业模式的变革

和创新，增强对于未来的洞察力，实现更加科学的企业决策和发展，并为广大企业和民众带来全

新的普惠金融服务。 

在人社行业，在“互联网+”、“大数据+”的趋势化发展下，政府客户的需求点与关注度发生变



化，客户层级由县级变成市级集中、省级大集中；“最多跑一次”推广带来智慧人社新机遇。中共

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深入推进审批服务便民化的指导意见》指出，将“浙江省

‘最多跑一次’经验做法”作为典型经验之一向全国全面推广，把能够纳入“最多跑一次”的事项全部

纳入改革范围，同时将这项改革向乡镇、街道、农村社区等基层单位延伸，最大限度增加人民群

众的获得感和满意度。这不仅拓展了智慧人社的业务面，也给智慧政务的业务量、业务类型带来

新的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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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734,339,043.75 6,532,676,922.95 3.09 4,060,633,163.95 

营业收入 3,557,618,181.40 3,253,210,634.08 9.36 4,079,562,141.5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 
176,599,371.05 303,228,146.79 -41.76 245,225,760.6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 

86,701,470.25 82,241,597.01 5.42 60,368,213.7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资产 
4,493,676,083.49 4,464,907,453.50 0.64 2,265,484,707.33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429,860,518.06 -61,682,040.17 796.90 81,660,942.61 

基本每股收益（元

／股） 
0.17 0.32 -46.875 0.27 

稀释每股收益（元

／股） 
0.17 0.32 -46.875 0.27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

益率（%） 
3.93 10.38 减少6.45个百分点 10.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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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73,450,147.99 843,497,321.22 866,550,496.58 1,174,120,215.6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 
35,221,549.26 57,580,475.40 65,620,747.03 18,176,599.3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

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

润 

33,705,064.73 56,436,821.33 51,755,830.92 -55,196,246.73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净额 
-209,033,870.96 -28,024,799.83 290,265,762.41 376,653,426.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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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3,224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末的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115,033 

截止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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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浙江浙大

网新集团

有限公司 

-19,900,000 159,738,498 15.14 0 质押 128,870,000 
境内非国

有法人 

上海趵虎

投资管理

中心（有

限合伙） 

0 41,338,582 3.92 0 质押 41,338,582 其他 

全国社保

基金一零

三组合 

19 37,999,962 3.60 0 无   其他 

全国社保

基金一零

四组合 

-2,999,892 26,000,106 2.46 0 无   其他 

华数网通

信息港有

限公司 

0 25,797,302 2.44 0 无   
境内非国

有法人 

深圳如日

升股权投

资有限公

司 

-280,973 17,481,103 1.66 12,433,454 无   
境内非国

有法人 

中央汇金

资产管理

有限责任

公司 

0 16,484,700 1.56 0 无   其他 

宁波嘉越

云通创业

投资合伙

企业（有

限合伙） 

-190,660 11,862,169 1.12 8,436,981 无   其他 



吴月华 8,686,200 8,704,200 0.82 0 无   
境内自然

人 

江正元 825,669 8,574,642 0.81 0 无   
境内自然

人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

致行动的说明 
上述股东并未发现关联人或一致行动人。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

东及持股数量的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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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杭州乾鹏科技有限公司、网新资本管理有限公司、浙江融顺投资有限公司、浙江图灵计算机

应用工程有限公司作为圆正集团一致行动人，合计持有网新集团 27.70%的股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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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总体经营情况 

经过近三年的资产剥离与注入，公司已完成了业务架构的全面整合。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

业收入 355,761.82 万元，较上年同期增加 9.36%。受非经常性损益较去年大幅减少及商誉减值的

影响，报告期内公司实现归属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17,659.94 万元，较上年同期减少 41.76%，

其中归属母公司所有者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 8,670.15 万元，较上年同期增加 5.42%。 

报告期内，公司秉承“技术洞见，扎根行业”的战略路线，在业务布局上，基于智慧云服务、

智慧城市、智慧商务、智慧生活四大业务板块，继续深耕大交通、大金融、大健康三大行业，整

合人工智能、大数据等前沿技术，推动产业智能化升级。同时，公司持续加强新技术的研发和投

入，着力推进人工智能在金融、交通、健康等垂直行业的具体应用。 

报告期内，公司收购网新电气、网新恩普、普吉投资少数股东股权事项，完成了公司业务结

构的全面整合，增强公司在智慧城市、智慧生活业务板块的业务协同能力。 

（二）主营业务经营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致力于将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等技术应用于智慧云服务、智慧城市、

智慧商务和智慧生活四大领域，着重深耕三大优势行业：大交通、大金融、大健康。 

在品牌建设上，报告期内，公司入选 IAOP 颁发的“全球服务外包百强企业”，中国亚洲经济发

展协会颁发的“中国经济十大创新企业”，“中国智能建筑行业十大领军企业”、“2018 年中国智能建

筑行业最具影响力品牌”、“中国最具影响力 ITO 企业二十强”、“中国服务外包百强企业”、以及“浙

江省电子信息百强企业”、“2018 浙江省物联网年度科技创新奖”等多项荣誉。 

1、 智慧云服务 

报告期内，公司继续利用自有的杭州转塘、杭州西溪、杭州紫荆、淳安千岛湖、临安青山湖、

上海金桥六大数据中心为客户提供数据中心（IDC）托管服务、政务专有云服务、互联网资源加速

服务三大业务。同时全面推进西南云数据中心的建设，加大在全国范围的数据中心布局。 



2、 智慧城市 

报告期内，公司结合自身多年技术沉淀及客户资源积累，加快推进智慧交通、智慧政务、智

能建筑等“智慧城市”解决方案群，并重点投入大交通领域。 

（1）智慧交通 

公司从城际交通、城市交通等方面展开智慧交通业务。 

在城际交通业务领域，公司扎实完成杭黄铁路信息系统及相关工程施工、南平至龙岩铁路扩

能改造工程信息工程施工，并中标郑州至万州铁路东津站信息系统施工项目。其中杭黄铁路项目

获精品工程，南龙铁路项目获标杆工程，均获得了铁总的高度好评，提升了网新品牌口碑。 

在城市交通业务领域，公司在优质高效地完成文一路隧道机电安装工程项目之外，还在新兴

业务综合管廊方面取得了质的飞跃，成功中标沿江大道地下综合管廊弱电工程项目。 

同时，报告期内公司承接了浙江省道路运输管理局《基于人工智能的图像识别及语义理解技

术在运政管理和服务中的应用研究》项目，研究利用人工智能技术与移动互联网交互模式相结合，

深度挖掘和有效利用图像、语音数据，通过“非现场执法”模式，提升服务水平和执法效能。 

（2）智慧政务 

报告期内，公司积极响应国家“最多跑一次”政策，继续承接浙江省“最多跑一次”项目，成功

中标浙江省统一政务咨询投诉举报平台数据云化部署项目、浙江省工商行政管理局新架构总体服

务项目等。 

同时，公司从省级政府主题库、各级政府互联网（信用）监管领域发展智慧政务业务，承接

了浙江省企业信息交换共享平台、浙江省双随机抽查管理系统、浙江省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

广西应急预警处置平台及移动执法系统升级改造与服务、丽水市食品安全监管项目、金华市市场

监督基层综治信息共享及大数据应用、义乌市监局智慧监管、嘉兴市监局智慧市场监督、嘉兴市

市场经营主体风险分类评估基础管理等项目。 

（3）智慧城市共建 

报告期内，公司和阿里在物联网和大数据等领域共谋破局，先后合作了钱江世纪城指挥中心

项目、物联网·美舍河智慧水务项目和临平文化艺术长廊项目等。其中，钱江世纪城项目是公司和

阿里城市大脑合作的新型智慧城市指挥中心，目前已顺利交付，未来将成为 2022 年杭州亚运会“安

防心脏”；美舍河智慧水务项目是公司和阿里云 IoT 合作的智慧城市项目；临平文化艺术长廊是公

司和阿里云 IoT 合作的智慧园区项目。 



此外，公司在智慧城管领域完成德清智慧城管信息平台一期建设、钟管镇小城镇环境综合整

治。公司还与重庆南川区签订智慧城市战略合作协议，双方将在智慧教育、智慧停车和智慧养老

等领域深度合作。 

3、 智慧商务 

在智慧商务领域，公司聚焦大金融行业，重点发展金融科技，并持续在信用服务、智能投顾、

电子商务等领域开拓进取，不断地拓展国外市场，新签约国际著名运动品牌、国际著名咖啡连锁

品牌、国际著名餐饮品牌等重要客户，为企业创造价值。 

在金融科技方面，公司利用人工智能、区块链、云计算、大数据四大技术支柱构建下一代金

融的基础设施，为传统金融机构赋能。在国际上，公司和道富银行等多家国际金融巨头、世界五

百强企业一如既往地保持了良好的合作；在国内，公司与中国外汇交易中心、上海清算所、杭州

银行等客户稳固长期的友好合作关系，与国内银行、金融类企业的合作增长显著，新签客户包括

浦发银行、上海票据交易所、太平人寿等。 

在信用服务领域，公司继续巩固浙江省法人数字证书市场，在报告期内发行了全国首张移动

版法人数字证书，正式从 PC 端往移动互联网方向转型；报告期内公司研发的政企服务平台“工商

联连”通过其可信身份、可信关系、可信行为，为市场监管领域的精准靶向监管提供了手段与工具，

与浙江省市场监督管理局签订“工商联连”政企服务平台合作协议；公司还推出“浙江省小微信用宝

平台”，通过对全省 190 万家小微企业的数据采集、建模、清洗、归集等，开发了企业信用评分模

型、风险分类模型、风险预警模型，提升征信应用场景下的辅助风控能力。 

在智能投顾领域，公司研发的“智语投研平台”成功上线，该平台深度数据因子已经上线四个，

与同行业其他因子相比，在超额收益上有明显的优势，帮助投资者优化投资策略，实现财富增值。 

在电子商务领域，公司签约了味全、奥克斯、网易严选等新客户，涵盖制造、快消、餐饮、

电商等多行业。 

4、 智慧生活 

公司依托智慧生活云平台，借助移动终端产品与服务，探索新型智慧化的生活方式，在智慧

人社、移动医疗、民生保障等方面发力，勇做民生领域信息化建设的创新者。 

报告期内，公司在智慧人社领域持续深耕，承接绍兴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信息管理中心“互

联网＋绍兴人社”项目、南京市公共服务项目、苏州工业园区智慧社保（劳动关系运行管理平台）

项目、浙江省级社会保险参保征缴等共有业务整合项目、甘肃省全民参保信息系统政府采购项目、



江苏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数据标准化转换平台项目、安徽社保税务征缴业务系统改造项目等，

扩大了公司在社保领域的影响力和辐射范围。 

同时，公司的互联网医疗业务拓展取得成效，承建浙江省农信“人社云”建设、河南安阳市三

医院“互联网+就医一卡通”；承建浙江省内柯桥、上虞、永康、临安、德清等地方农商行行业云接

入项目；“医快付”云服务项目落地河南安阳，承建三家医院互联网+就医一卡通服务。 

在民生保障领域，公司积极发展智慧助残、智慧民政、就业、公积金等方面业务，在报告期

内承接全国残疾人就创业服务平台运维项目、陕西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就业管理与服务信息

系统二期项目、广东省“人才云”项目、陕西省职业培训云、陕西省创业担保贷款经办系统升级、

安徽省农民工资支付信息系统、江西省劳动人事争议调解信息系统项目等。 

5、 技术创新 

报告期内，公司进一步加强技术研发投入和知识产权建设： 

（1）资质认证和知识产权建设 

报告期内，公司获得 ISO20000 服务体系资质、CNAS 实验室认可证书，并获得 9 项专利：一

种高铁新式立体式机房、一种便携式移动售票机、一种高铁自动节能检票机、一种铁路系统用新

型流动安检门、一种热敏型火车票打印机、一种带人脸识别功能的快速检票闸机、IT 资讯聚合阅

读个性化推荐方法、一种针对现有导航地图中未知的道路进行识别和导航的方法等。报告期内，

公司还获取了近百项软件著作权：网新铁路自助实名制核验快速通行系统 V1.0、网新城市道路运

行指数分析系统 V1.0、网新城市综合管廊运行管理系统 V1.0、网新智慧园区服务管理平台、浙大

网新智能交通综合管控平台软件、网新电气物联网大数据可视化平台、网新恒天微服务引擎软件

V1.0、网新恒天金融数据计算引擎软件 V1、网新恒天做市商系统 V1、网新恒天招客宝会员管理系

统 V1、图灵客户移动营销管理系统 V1.0、图灵企业信息统一通讯平台系统 V1.0、基于企业大数据

的智能 QA 知识库管理平台软件、基于企业大数据的智能 QA 运营管理平台软件、基于旅游行业语

义分析的用户情绪识别算法系统软件等。 

（2）在智慧城市、智慧商务、智慧生活三大领域的技术突破 

在智慧城市领域，公司承接浙江省道路运输管理局《基于人工智能的图像识别及语义理解技

术在运政管理和服务中的应用研究》项目，将“图像识别、语音识别、智能交互、知识处理”等人

工智能技术与移动互联网交互模式相结合，深度挖掘和有效利用图像、语音数据，并以微信公众

号为统一入口的“非现场执法”模式，提高公众的参与度和满意度，提升服务水平和执法效能。在

智慧商务领域，公司持续投入研发多项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技术方案和产品，如金融数据服务平



台、债券做市商系统、恒天执行引擎、闪蝶人工智能业务分析平台、微服务引擎、恒天 DevOps

解决方案—天集等。在可信认证领域，公司参与编制“一网通办”电子证照六份国家标准，并主编

《浙江省法人数据规范》、《浙江省可信电子证照规范》；公司自主研发的产品信息安全“白盾”

投入试用，通过白名单机制捍卫企业安全。在智慧生活领域，公司完成业务标准化平台、公共服

务平台、云 ODIN 优化升级交付并投入应用，同时公司开展大数据平台和阿诗玛平台研发与试点

应用工作。 

（3）“大数据+”、“人工智能+”项目落地 

报告期内，公司进一步将大数据、人工智能等先进技术与自身行业结合，加快技术与产业的

结合落地。在智慧城市领域，公司升级浙大网新人脸识别自助实名制核验闸机，使它与铁路客票

系统、旅服系统、公安系统无缝对接，实现刷脸进站，达到人、证、票三证合一，并在龙岩高铁

站投入使用；公司为《浙江省工商企业咨询中心智能客服项目》提供了智能机器人，打造面向全

省企业的智能客服新体验，解决了“最多跑一次”改革中咨询量大而人员不足的难点，大幅提升了

工商登记业务办理的服务效率。在智慧金融领域，公司完成智语金融大数据分布式计算框架构建，

智语深度数据因子库基本成型，目前已可提供四个阿尔法因子，有效帮助客户提升投资收益。在

智慧商务领域，公司与杭州睿创科技有限公司签约了《基于语义分析的酒店网评自动分类系统项

目》，运用自然语言处理技术和深度学习技术，通过机器阅读理解更精准地识别自然语言表达的

意图，为酒店市场运营分析工作提供了可靠的数据支持，帮助提升酒店的市场洞察力和服务质量。

同时，报告期内公司开展分布式视频 AI 平台建设工作，目前已完成集群、训练平台建设，为公司

智能服务转型打下技术基础。 

（4）继续深化校企合作 

公司继续深化与浙江大学的合作，通过浙大网新-浙江大学人工智能联合研究中心，不断输出

人工智能最新研究成果。公司和爱尔兰著名大学 UCC 在金融科技、人工智能领域达成长期战略合

作。通过一系列产学研深化合作，促进创新人才和企业对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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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企业会计准则变化引起的会计政策变更： 

本公司根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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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其解读和企业会计准则的要求编制 2018 年度财务报表，此项会计政策变更采用追溯调整

法。2017 年度财务报表受重要影响的报表项目和金额详见《2018 年年度报告》之财务报表附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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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本期合并财务报表范围变更情况详见《2018年年度报告》之财务报表附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