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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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致同会计师事务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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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致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2018年度公司实现的合并报表中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净利润为 54,152,642.94 元，母公司净利润为 54,979,853.37 元。以母公司实现的净利

润按以下方案进行分配： 

1、提取 10%的法定盈余公积金 5,497,985.34元； 

2、提取盈余公积金后剩余利润 49,481,868.03元，加上年初未分配利润 128,413,538.35 元，

减去已支付 2017 年度现金股利 17,174,240 元，报告期末公司可供分配利润为 160,721,166.38

元； 

3、以本次分红派息股权登记日的总股本 150,435,600 股（已扣除 2017年限制性股票激励对

象已获授但不具备解锁条件的 12,600股限制性股票）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按每 10 股派发现金股

利人民币 1.10 元（含税），共计人民币 16,547,916 元（含税）。本次利润分配后，剩余未分配利

润人民币 144,173,250.38 元转入下一年度。同时，以资本公积转增股本，每 10 股转增 4股，共

计转增股本 60,174,240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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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量数据 603138 /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韩涵 李传芝 

办公地址 北京市海淀区学院路30号科大天工大

厦B座6层01室 

北京市海淀区学院路30号

科大天工大厦B座6层01室 

电话 010-62672218 010-62672218 

电子信箱 ir@vastdata.com.cn ir@vastdata.com.cn 

 

2 报告期公司主要业务简介 

(一)主营业务 

公司作为中国领先的数据技术提供商，主要为大中型企事业单位搭建高性能的 IT 基础设施数

据平台，提供相关的数据库、数据存储、数据安全、大数据分析与应用等方面的软硬件产品、技

术服务和解决方案。公司致力于帮助客户解决数据平台搭建、升级、维护中的所有实际问题，提

高客户数据平台的可用性、可靠性和性价比，在保障客户数据安全的基础上助力客户实现数据价

值。 

报告期内，公司致力于技术研发和创新，致力于推进自主产品和服务落地。从公司的业务模

式上来说，公司有产品销售、技术服务、系统集成三类业务，三类业务均以项目的形式开展，每

个项目通常包括多种软硬件产品或服务。 

（二）业务模式 

1、业务模式 

公司的业务模式是根据客户对数据平台的具体需求，为客户提供咨询规划、方案设计、项目

实施、运维保障、优化升级、技术培训等一站式服务，包括产品销售、技术服务和系统集成三种

模式。 

（1）产品销售 

公司产品销售业务包括自主产品销售和外购产品销售，自主产品销售是向客户销售公司自主

研发的产品，外购产品销售是根据客户需求，提供客户指定的数据平台所涉及的软硬件产品。从

公司长远发展战略考虑，公司正不断提高自主产品在产品销售业务中的占比，提高产品销售毛利

率。 

（2）技术服务 

公司的技术服务中，年度运维服务是通过对客户 IT设备定期巡检和客户临时故障报修等方式，



调度公司各个营销服务网点的服务和备件资源为客户提供不间断地服务支持；专项服务是针对客

户在业务流程和 IT 咨询、系统评估、数据分析、数据整合、数据迁移等方面的需求，提出项目建

议并具体实施。 

（3）系统集成 

公司的系统集成业务（含服务销售）是根据客户需求，为其数据平台建设和升级提供规划设

计、软硬件选型、开发实施、安装调试等工作，以及向客户提供其数据平台所需的原厂软件升级

许可服务和原厂硬件维保服务等工作。公司根据客户需求可以提供系统集成及服务销售打包的解

决方案。公司与客户签署合同后，负责为客户采购各种软、硬件产品和原厂服务，根据实施方案

进行系统测试联调与试运行，并为客户提供技术培训、配合客户进行系统开通以及项目验收。 

2、销售模式 

公司主要采用面向最终客户直接销售的经营模式，即由公司直接对最终客户提供产品销售、

技术服务及系统集成。公司主要以投标和议标两种模式取得销售合同。投标模式主要是在公开的

招投标中，提供详细的解决方案，客户经过严格的评标，确定中标公司并签订合同；议标模式主

要是合同双方就项目内容、项目周期、采购价格等进行谈判，并达成一致。 

（三）行业情况 

公司所属的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性和战略性产业，得益于中国经济的快

速稳步发展、产业政策的支持、强劲的信息化投资和旺盛的 IT 消费需求等因素，软件和信息技术

服务业产业规模稳步增长，步入稳中向好发展阶段。在国家层面，工信部编制并发布了《大数据

产业发展规划（2016－2020 年）》，中共中央政治局就实施国家大数据战略进行两次集体学习。在

“以信息化驱动现代化，加快建设数字中国”的号召下，越来越多的企业已经意识到信息化建设

在企业转型升级、创新发展方面的价值，以更加开放、积极的心态探索新一代信息技术与行业应

用的结合。 

根据工信部发布的《2018 年软件与信息服务业统计公报》中显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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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81 家；累计完成软件业务（包含软件产品、嵌

入式产品和信息技术服务）收入 63,061 亿元，同比增长 14.2%，其中，信息技术服务保持领先，

实现信息技术服务收入 34,756 亿元，比上年增长 17.6%。 

虽然我国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总体保持平稳较快发展，但在国内经济发展总体放缓，国际



政治经济环境更趋复杂的背景下，民营企业和小微企业的发展面临不少困难。软件和信息服务行

业作为技术高速迭代行业，面临较大的创新压力和人才压力，产业人才结构性短缺，产业生态建

设还不完善。公司今后将继续提升自主产品研发能力和技术服务创新能力，应对面临的压力和挑

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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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59,066,614.13 608,296,287.68 8.35 401,689,249.90 

营业收入 536,807,377.98 518,078,332.96 3.62 470,277,212.3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 
54,152,642.94 56,889,924.49 -4.81 43,604,936.5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 

46,895,357.87 46,596,338.37 0.64 41,325,312.4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资产 
435,417,012.61 382,141,370.85 13.94 165,913,927.52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77,147,090.36 19,539,440.28 294.83 43,792,234.82 

基本每股收益（元

／股） 
0.36 0.38 -5.26 0.36 

稀释每股收益（元

／股） 
0.36 0.38 -5.26 0.36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

益率（%） 
13.45 17.23 减少3.78个百分点 29.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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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2,351,355.06 158,043,642.78 125,771,372.30 150,641,007.8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 
6,992,093.01 16,587,117.32 18,110,102.13 12,463,330.4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

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 
6,758,966.01 15,435,072.26 16,790,390.34 7,910,929.26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

额 
-4,545,436.08 6,174,404.89 23,792,439.23 51,725,682.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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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080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末的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17,302 

截止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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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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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朱华威 13,880,880 48,583,080 32.29 48,583,080 
质

押 
11,390,000 

境内

自然

人 

陈志敏 13,169,520 46,093,320 30.64 46,093,320 
质

押 
34,362,000 

境内

自然

人 

北京海量联合资

本管理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18,900 2,995,900 1.99 0 无 

  

其他 

朱柏青 780,000 2,730,000 1.81 2,730,000 无 

  境内

自然

人 

胡巍纳 755,900 2,315,900 1.54 2,315,900 无 

  境内

自然

人 

刘惠 468,000 1,638,000 1.09 1,638,000 无 

  境内

自然

人 

北京水印投资管

理有限公司 
-1,670,000 1,450,000 0.96 0 无 

  境内

非国

有法

人 

孟亚楠 271,200 739,200 0.49 739,200 无 

  境内

自然

人 

李胜 -289,000 686,000 0.46 0 无 

  境内

自然

人 



陈亚评 495,620 495,620 0.33 0 无 

  境内

自然

人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

说明 

上述股东中，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陈志敏、朱华威为

夫妻关系。根据公司已知的资料，未发现其他股东之间存在

关联关系，或属于《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中规定的一致

行动人。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

数量的说明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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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 年度，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53,680.74 万元，比去年同期增加 3.62%；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 5,415.26万元，比去年同期下降 4.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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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财政部 2018年 6月 15日发布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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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务报表格式的修订对本公司的资产总额、负债总额、净利润、其他综

合收益等无影响，主要调整如下： 

资产负债表中将“应收票据”和“应收账款”归并至新增的“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项目；

将“应收股利”和“应收利息”归并至“其他应收款”项目；将“固定资产清理”归并至“固定

资产”项目；将“工程物资”归并至“在建工程”项目；将“应付票据”和“应付账款”归并至

新增的“应付票据及应付账款”项目；将“应付股利”和“应付利息”归并至“其他应付款”项

目；将“专项应付款”归并至“长期应付款”项目。利润表中从“管理费用”项目中分拆出“研

发费用”项目，在财务费用项目下分拆“利息费用”和“利息收入”明细项目。股东权益变动表

中，在“股东权益内部结转”行项目下，将原“结转重新计量设定受益计划净负债或净资产所产

生的变动”改为“设定受益计划变动额结转留存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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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公司报告期内合并范围包括：北京海量创新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北京海量数据技术研究院



有限公司、宁波海量战新股权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广州云图数据技术有限公司、深圳海量城

市数据技术有限公司、杭州海量存储技术有限公司、雄安海量数据技术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