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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重要提示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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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者应当到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等中国证监会指定媒体上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

文。 

 

2 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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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半年度报告未经审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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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半年度不进行利润分配或公积金转增股本。 

二 公司基本情况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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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号百控股 600640 中卫国脉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李培忠 周新明 

电话 021-62762171 021-62762171 

办公地址 上海市江宁路1207号15楼 上海市江宁路1207号20楼 

电子信箱 02162762171@189.cn 02162762171@189.cn 

 

2.2 公司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

增减(%) 

总资产 6,560,211,200.67 6,692,861,158.55 -1.982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资产 

4,442,331,273.66 4,476,898,208.22 -0.7721 

 本报告期 

（1-6月）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

减(%)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 -43,081,079.36 674,309,292.54 -106.3889 



金流量净额 

营业收入 1,905,949,329.59 1,572,800,450.78 21.181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 

46,315,631.80 133,909,914.94 -65.412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 

21,128,604.74 104,090,859.77 -79.7018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

益率（%） 

1.0292 3.0705 减少2.0413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

股） 

0.0582 0.1683 -65.4189 

稀释每股收益（元／

股） 

0.0582 0.1683 -65.4189 

 

 

2.3 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 股 

截止报告期末股东总数（户） 27,672 

截止报告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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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东性

质 

持股比

例(%) 

持股 

数量 

持有有限售

条件的股份

数量 

质押或冻结的股

份数量 

中国电信集团有限公司 国有法

人 

51.16 407,061,147 206,296,213 无   

中国电信集团实业资产管

理有限公司 

国有法

人 

14.1 112,178,462 0 无   

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 国有法

人 

4.13 32,823,936 0 无   

同方投资有限公司 未知 1.74 13,882,739 0 未知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

任公司 

未知 1.73 13,749,100 0 未知   

杭州顺网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 

未知 1.3 10,333,456 0 未知   

翁仁源 境内自

然人 

1.26 9,999,313 0 未知   

中文在线数字出版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 

未知 0.65 5,142,279 0 未知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中证 500交易型开放式

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未知 0.51 4,047,467 0 未知   

上海捷时达邮政专递公司 未知 0.49 3,879,383 0 未知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1.前 10 名股东和前 10名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股东



中，除排名第一位的中国电信集团有限公司系我公司的国

有控股股东，与第二、三位中国电信集团实业资产管理有

限公司和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有关联关系外，公司未知

其余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属于《上市公司收购管

理办法》规定的一致行动人。2.报告期内公司不存在战略

投资者或一般法人参与配售新股约定持股期限的情况。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

的说明 

  

 

 

 

2.4 截止报告期末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前十名优先股股东情况表 

□适用  √不适用  

2.5 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适用  √不适用  

 

2.6 未到期及逾期未兑付公司债情况 

□适用√不适用  

 

三 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3.1 经营情况的讨论与分析 

报告期内，公司以党建为统领，紧紧围绕“打造中国电信内容集约运营中心”这一战略，打

好国有牌、文化牌、智能牌，聚焦会员权益、融合能力和文化创业三大突破战，积极开展组织整

合、能力提升和瘦身健体工作，夯实高质量发展基础，努力把握 5G发展机遇，持续推进公司业务

转型，凝心聚力，攻坚克难，加快落实年初制定的各项工作任务和计划。截至 2019 年 6月 30日，

公司合并总资产为 65.60亿元，归属于母公司的所有者权益为 44.42亿元。2019 年上半年公司合

并实现营业收入 19.06 亿元，同比增加 21.18%，主要来自积分业务收入规模的同比增加；上半年

实现归属于母公司的净利润 4632万元，同比下降 65.41%，主要是报告期内公司积极抓住 5G发展

机遇，收缩传统业务，加快业务转型，业务结构的调整对业务毛利的影响导致上半年利润的同比

下降。 

一、聚焦三大突破战，推进公司业务转型 

在会员权益突破战方面，侧重形成内容版权运营的商业模式，建立全渠道运营和分发体系，

以内容推动会员规模、会员权益的发展，实现大屏业务的协同。目前已引入红色主旋律、纪录片、

体育以及国粹戏曲等一系列优质内容；同时会员权益平台上线试运营，进一步加大了文娱权益产

品与传统通信产品的协同，将文化、娱乐、情感等属性通过科技创新应用填充到传统通信产品的

全生命周期中，实现双向业务的拉动。 

在融合能力突破战方面，侧重资源能力整合，挖掘新的应用场景，在核心能力基础上实现商

业模式的创新，积极打造“计费+积分”、“内容+流量”、“多媒体消息”商用能力，重点打造

融合 CDN、云转码、云审核、积分云核心产品。目前，积分支付已实现首次商用，完成内容云 CDN

集约运营试行，积分云+福利产品“翼福汇”4月正式上线，实现积分能力对外输出，截止 6月，



积分云完成收入 1.46亿元 

在文化创业突破战方面，聚焦“面向市场求生存，致力创业求发展”的工作主线，坚持问题

导向、产出倒逼。上半年，围绕“文创新品”和“生态大单”两个业务方向，通过以点带面，支

撑重点产品落地：开发动漫化新形态党建工具，为国资委公众号策划制作“青春央企”专题活动；

打造“会翼云”创新产品，智慧会务会展服务内外部近百政企客户；借力“龙井”文化大 IP，打

造传统酒店与互联网视频、游戏等一系列文化赋能融合产品。 

二、加快能力建设，夯实高质量发展基础 

在公司业务转型过程中，聚焦提升 CXP(内容汇聚集成服务)专业能力，重点抓好内容版权、

业务融合、文化生态拓展三项支撑能力。构建总部主建，子公司主战的业务协同体系，为支撑战

略实现、提升能力提供组织保障。 

1)融合计费能力中心： 

负责整合盘活资产，建设统一资源池，为 5G新产品的快速部署提供便利条件。同时，集约建

设通用能力平台，完成了多媒体短信业务平台建设、内容云建设、积分云建设，实现了多媒体短

信三网下发、内容运营及客户合作门户自服务等具体业务能力。 

2)内容版权运营中心： 

负责承接中国电信 5G 时代内容集约引入和应用集约运营工作，配合中国电信三大 5G产品上

线，积极引入高质量精品内容。目前已引入一系列在 4K 超高清视频、VR视频、VR游戏以及云游

戏领域排名靠前的优质精品内容；在内容差异化方面，聚焦引入红色正能量、国粹、少儿等特色

内容，并积极策划 5G+4K+VR 超高清直播的尽快落地。 

3)文化生态拓展中心 

负责推动互联网营销生态合作，以文化集成能力，提升产品聚合能力，驱动业务高质量发展。

目前已在公司内部建立高效反应机制，承揽各种文化集成项目，与合作伙伴共同开拓文化领域产

品。上半年牵头多家子公司发挥“国有牌、文化牌、智能牌”的优势与中国儿童少年基金会实现

多维度合作，打造积分捐赠扶贫的创新模式，并参与同上海电信、中国儿童少年基金会联合发起

的“春蕾计划”中。 

三、抓紧 5G商用契机，打造全新 5G产品 

在前期积极探索视频、游戏等与 5G的结合，并进行了一定技术和能力储备的基础上，借内外

力全面推进 5G 产品的技术创新。在内部，加快落实业务结构调整，将重点资源向 5G倾斜，成立

5G工作项目组，建立“三横三纵一总体”的项目组织，加强行业分析、用户定位、竞品对标，制

定 5G内容的引入清单及计划，做好营销服务、平台终端等方面的充分保障，重点有序地推进三大

产品的开发和部署，着力打造真正让用户满意、爱用的 5G 产品；在外部，继 5 月与新华网签署

5G 新媒体实验室合作协议后，计划在 8 月的中国电信 5G 大视频合作伙伴签约仪式上与多家合作

伙伴现场签约或签订合作意向书，后续还将加速推进与业内知名企业在平台、终端、内容等方面

的合作。三季度，公司全新的三大 5G文娱产品将与电信 5G产品发布同步亮相市场。 

公司作为中国电信的集约内容运营主体和互联网文娱平台，将联合产业各方，助力加快推进

5G 创新应用的发展，并借助 5G 商用机遇，推进公司深化改革和转型升级，坚持以客户为中心，

发挥云网融合等资源禀赋优势，建立起适应 5G时代内容应用运营的“科技+文化”的核心能力。 

 

3.2 与上一会计期间相比，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原因及其影响 

√适用  □不适用  

2018年 12月 7日,财政部发布了《关于修订印发<企业会计准则第 21号——租赁>的通知》（财

会[2018]35 号），新准则对承租人取消了经营租赁和融资租赁的区分，要求对所有租赁在资产负

债表内确认使用权资产和租赁负债，由此将提高公司的资产负债率；并要求对使用权资产采用类

似固定资产的方法计提折旧，对租赁负债采用实际利率法进行摊销（租赁期内，利息费用前期高，



后期低），由此导致计入损益表的费用总额在租赁期内前期高后期低，即首次执行新准则将减少公

司利润，以后年度会增加利润，在租赁周期内总利润保持不变；同时新准则规定，对于租赁期在

12个月及以内的租赁和单项租赁资产为全新资产时价值较低的租赁可以在发生时确认为费用，不

确认使用权资产和租赁负债。 

公司于 2019年 1月 1日起执行上述企业会计准则，并调整相应会计政策，本次会计政策变更

不重述比较报表金额，租赁负债使用首次执行日的折现率确认，使用权资产追溯到租赁期开始日，

首次执行日使用权资产与租赁负债的差额，调整 2019 年期初留存收益。根据测算，本次会计政策

变更影响公司 2019年期初留存收益-131.30万元，预计不会对公司净利润产生重大影响。 

 

3.3 报告期内发生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更正金额、原因及其影响。 

□适用  √不适用  

 

 

 

号百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2019年 8月 31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