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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科云网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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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姓名 职务 内容和原因 

声明 

除下列董事外，其他董事亲自出席了审议本次半年报的董事会会议 

未亲自出席董事姓名 未亲自出席董事职务 未亲自出席会议原因 被委托人姓名 

李正全 董事 因出差未能出席会议 陈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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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T 云网 股票代码 002306 

变更后的股票简称 ST 云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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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继（代行董事会秘书） 覃检 

办公地址 
北京市朝阳区鼓楼外大街 23 号龙德行大

厦六层 

北京市朝阳区鼓楼外大街23号龙德行大厦

六层 

电话 010-88137895 010-88137895 

电子信箱 zkywbgs@sina.com qinjian049@163.com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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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元） 39,556,991.20 39,271,943.98 0.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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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10,760,991.61 -10,716,961.08 0.4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的净利润（元） 
-10,811,944.01 -10,824,659.51 -0.12%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11,549,775.50 -21,073,514.31 -45.19%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135 -0.0134 0.41%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135 -0.0134 0.41%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58.38% -108.37% -49.99% 

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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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8,973,879.99 91,276,494.25 -24.4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13,050,716.18 23,811,707.79 -45.19%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40,3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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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臻禧企业

管理咨询合伙

企业（有限合

伙） 

境内非国有法

人 
23.11% 184,876,100 0 质押 181,560,000 

王莲枝 境内自然人 1.28% 10,279,921 0   

李增梅 境内自然人 1.04% 8,300,060 0   

翁史伟 境内自然人 0.81% 6,500,000 0   

严国文 境内自然人 0.75% 5,960,000 0   

陈继 境内自然人 0.70% 5,609,318 0   

杨艳荣 境内自然人 0.67% 5,391,800 0   

单小龙 境内自然人 0.65% 5,176,747 0   

海天天线（上

海）国际贸易有

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0.64% 5,080,004 0   

朱华斌 境内自然人 0.63% 5,019,908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

的说明 

1.陈继先生任海天天线（上海）国际贸易有限公司之母公司--西安海天天线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副董事长，因此，陈继先生与海天天线（上海）国际贸易有限公司存在关联关系；          

2.陈继先生为上海臻禧企业管理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的实际控制人；除上述关联关

系外，未知上述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安排。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

明（如有） 

经查询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相关数据，未发现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存在参与融

资融券业务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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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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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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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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否 

 

报告期内，公司主营业务为餐饮团膳业务，经营模式主要是为项目发包方（如：企事业

单位、学校、部队等）人员提供集体餐饮管理、集体餐饮服务获得业务收入。影响团膳业务

业绩的因素主要有：项目数量、甲方员工数量、区域经济水平、人力成本、原材料成本、管

理成本等。目前公司团膳项目主要分布在北京市、郑州市、无锡市等地。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3,955.70万元，营业成本2,274.97万元，实现归属上市公

司股东的净利润为-1,067.10万元，归属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较上年同期亏损增加0.41%。 

报告期内，公司主要经营情况列示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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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况说明 

√适用 □不适用  

会计政策变更的内容和原因 审批程序 备注 

财政部于 2017年 3月 31日发布修订后

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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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于 2019年 4月 23日召开第四届董

事会 2019年第二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

了《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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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2017]8号）和《企业会计准则第 24

号——套期会计》（财会[2017]9号），于 

2017年 5月 2日发布了修订后的《企业

会计准则第 37号——金融工具列报》（财

会 [2017]14号），要求境内上市企业自

2019年 1月 1日起执行。 

财务报表格式调整的主要内容：根据财

会【2019】6号通知的相关规定，公司主

要调整以下财务报表的列报：        

1、资产负债表：将原“应收票据及应收

账款”项目拆分为“应收票据”和“应

收账款”两个项目；将原“应付票据及

应付账款”项目拆分为“应付票据”和

“应付账款”两个项目；新增“应收款

项融资”项目反映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

变动计入其他综合收益的应收票据和应

收账款等。                        

2、利润表：将“资产减值损失”、“信用

减值损失”调整为计算营业利润的加项，

损失以“-”列示，同时将位置放至“公

允价值变动收益”之后。                                               

3、现金流量表：明确了政府补助的填列

口径，企业实际收到的政府补助，无论

是与资产相关还是与收益相关，均在“收

到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项目填

列。                              

4、所有者权益变动表：明确了“其他权

益工具持有者投入资本”项目的填列口

径，“其他权益工具持有者投入资本”项

目，反映企业发行的除普通股以外分类

为权益工具的金融工具的持有者投入资

本的金额。该项目根据金融工具类科目

的相关明细科目的发生额分析填列。 

公司于 2019年 8月 27日召开第四届董

事会 2019年第五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

了《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对公司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无实质影响。本次会计政策变

更属于法律、法规的要求，符合相关规定和公司的实际情况，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

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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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中科云网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陈继 

2019年8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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