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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科创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一、重要提示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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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定媒体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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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年报的董事会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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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计划不派发现金红利，不送红股，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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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电话 0731-82068690 0731-820686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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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主要财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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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

减 

营业收入（元） 85,566,403.16 70,624,845.42 21.1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9,639,718.24 -10,841,094.57 11.0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后的净利润（元） 
-10,044,687.12 -10,940,483.55 8.19%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89,399,763.42 -100,422,912.39 10.98%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6 -0.07 14.29%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6 -0.07 14.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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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2.52% -2.94% 0.42%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

增减 

总资产（元） 586,984,630.39 615,798,563.49 -4.6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385,582,842.07 404,703,052.19 -4.72%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报告期末股东总数 23,026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

先股股东总数（如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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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   

长沙金信置业

控股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2.25% 3,560,000 0   

陈尚慧 境内自然人 1.11% 1,761,496 1,761,496   

魏伟 境内自然人 1.00% 1,577,372 1,577,3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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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参与融资融

券业务股东情况说明（如有） 
不适用 

4、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控股股东报告期内变更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控股股东未发生变更。 

实际控制人报告期内变更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更。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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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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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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在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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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8,556.64万元，同比增长21.16%；营业利润-931.78万元，同比增长10.17%；利润总额-935.01

万元，同比增长10.80%；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净利润-963.97万元，同比增长11.08%。 

报告期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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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后承接了武冈、浏阳、邵阳、

溆浦等市县的“互联网+政务服务”项目，新签合同额随着“互联网+政务服务”和“网格化+社会治理”两大数字政务核心业务市

场布局的推进而获得较快增长，从而继续保持在区域市场中的主导地位，推动公司市场份额不断扩大；公司在大数据行业应

用方面稳步向前，先后实施了桂阳县健康医疗大数据管理平台、南昌市智能勤务平台、郴州职业技术学院大数据分析等项目，

未来各行业的大数据应用前景可期。此外，公司利用在区域市场的品牌及经验优势，积极寻求与大客户的合作，持续扩大在

本地市场的影响力。 

报告期内，公司荣获2018年湖南省优秀软件企业荣誉称号；与湘雅三医院合作的“运用医学知识图谱和临床大数据建设

专病智能辅助诊疗体系”荣获2019年智慧医疗创新大赛全国总决赛三等奖及最佳原创奖；亮相“网络空间安全先进技术成果

展”，在医疗、政务大数据应用、自主可控等领域充分展示了公司最新研发成果与技术实力，进一步提升了公司品牌影响力。 

2、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1）与上一会计期间财务报告相比，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1、会计政策变更 

会计政策变更的内容和原因 审批程序 备注 

资产负债表中“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拆分列示为“应收票

据”和“应收账款”；比较数据相应调整。 

经公司董事会审

议批准 

2019年6月30日合并产负债表“应收票据”列示金

额为 5,093,434.80 元，“应收账款”列示金额为 

141,449,597.30 元；2018年12月31日合并资产负

债表 “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 ”列示金额为

155,691,264.58 元。 

资产负债表中“应付票据及应付账款”拆分列示为“应付票

据”和“应付账款”；比较数据相应调整。 

经公司董事会审

议批准 

2019年6月30日合并产负债表“应付票据”列示金

额为  2,094,000.00 元“应付账款”列示金额为 

31,940,511.58  元；2018年12月31日合并资产负

债表 “应付票据及应付账款 ”列示金额为 

56,244,946.79 元。 

本公司自2019年1月1日起执行《企业会计准则第22号——

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财会〔2017〕7号）、《企业会计准

则第23号——金融资产转移》（财会〔2017〕8号）、《企业

会计准则第24号——套期会计》（财会〔2017〕9号）、《企

业会计准则第37号——金融工具列报》（财会〔2017〕14

号）。 

经公司董事会审

议批准 
对公司财务报表数据无影响 

根据财政部于2019年4月30日颁布的《关于修订印发2019

年度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通知》（财会[2019]6号），资

产负债表中新增“应收款项融资”项目。 

经公司董事会审

议批准 
对公司财务报表数据无影响 



湖南科创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4 

根据财政部于2019年4月30日颁布的《关于修订印发2019

年度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通知》（财会[2019]6号），利

润表中将原“减：资产减值损失”调整为“加：资产减值损

失（损失以“-”号填列）”。 

经公司董事会审

议批准 

改变了报表项目资产减值损失栏内数据的正负

号 

根据财政部于2019年4月30日颁布的《关于修订印发2019

年度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通知》（财会[2019]6号），利

润表中将原“减：信用减值损失”调整为新增“加：信用减

值损失（损失以“-”号填列）”项目，反映企业按照《企业

会计准则第22 号——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财会〔2017〕

7 号）的要求计提的各项金融工具信用减值准备所确认的

信用损失。 

经公司董事会审

议批准 

将金融资产减值在“加：信用减值损失（损失以“-”

号填列）”项目反映 

根据财政部于2019年4月30日颁布的《关于修订印发2019

年度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通知》（财会[2019]6号），利

润表中新增“以摊余成本计量的金融资产终止确认收益

（损失以“-”号填列）”项目。 

经公司董事会审

议批准 
对公司财务报表数据无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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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上一会计期间财务报告相比，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更说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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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