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孚信息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年度报告摘要 

1 

中孚信息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年度报告摘要 

一、重要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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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者应当到证监会指定媒

体仔细阅读年度报告全文。 

声明 

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 2017 年年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本年度公司财务报告的审计意见为：标准的无保留意见。 

本报告期会计师事务所变更情况：公司本年度会计师事务所由变更为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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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经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的普通股利润分配预案为：以 82,775,000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2.50 元（含

税），送红股 0 股（含税），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转增 6 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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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孚信息 股票代码 3006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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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姓名 孙强 

办公地址 济南市高新区新泺大街 1166 号奥盛大厦 2 号楼 16 层 

传真 0531-66590072 

电话 0531-66590077 

电子信箱 ir@zhongfu.net 

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一）公司的主要业务和产品 

公司专业从事信息安全产品研发、生产、销售及信息安全服务，以“保障国家信息安全、创造员工幸福家园”为使命，

致力于成为“中国信息安全保密领域整体解决方案的领导厂商”。在报告期内，公司产品和服务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安全保密产品 

公司安全保密产品主要包括保密防护产品及保密检查产品。报告期内，公司主要保密防护产品包括：涉密计算机及移

动存储介质保密管理系统、存储介质信息消除工具、密级标志生成与管理系统、网络单向传输系统和网络准入控制系统等。

保密检查产品包括计算机终端保密检查系统及同类产品、互联网接入口保密检测器、敏感信息监控系统和自查自评保密管理

系统等。报告期内，公司持续开展技术创新工作，并围绕国家自主可控战略，推出基于国产操作系统的系列安全保密产品，

产品的核心技术、性能、兼容性、易用性等方面具有竞争性。 

根据国家电子政务内网建设的相关要求，2017年底，全国基本建立起统一的国家电子政务内网网络平台，基本实现中

央、省（自治区、直辖市）、副省级城市政务部门的电子政务内网建成并并入网络平台。公司相关保密防护产品及解决方案

在国家级、省级节点建设中得到广泛应用。“十三五”期间将逐步实现地市级机关单位及区县级机关单位的电子政务内网建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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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并入网络平台，保密防护产品及解决方案具有广阔的市场空间。 

开展保密检查和保密自查自评工作是落实中央关于保密工作的决策部署的重要举措，是“十三五”时期全国保密事业发

展规划的重点工作。通过配备保密检查产品能够有效提升保密行政管理部门保密检查工作水平；能够有效提升党政机关、涉

密单位保密自查自评工作水平，建立常态化自查自评工作机制。随着保密检查以及保密自查自评工作的不断深化，对保密检

查产品市场需求将进一步扩大。 

围绕国家自主可控战略，在专用领域国产化替代中，公司相关产品首批通过国家保密主管部门授权的测评机构检测，

并列入相关专用信息设备名录，为公司在国产化替代中抢得先机，该系列产品有利于公司业绩持续、稳定增长。 

2、密码应用产品 

公司密码应用产品主要包括智能密码钥匙、SIM型密码卡、电子营业执照客户端安全产品和网络发票（移动开票）客

户端安全产品。报告期内，公司基于对密码应用场景的理解，持续创新，不断优化，在产品解决方案层面具有竞争优势。 

公司在电子营业执照领域持续发力，电子营业执照载体市场占有率领先；创新性地开发了加载金融功能的电子营业执

照联名卡，助力银政企合作，在广东、江苏、山东等省份电子营业执照金融联名卡的招标采购中，公司中标并成为主要的供

应商。2017年底，全国所有省份电子营业执照系统部署上线，具备发行电子营业执照的条件，未来电子营业执照具有较大的

市场发展空间。 

随着营改增的推进，针对于起征点以下的纳税人的开票需求，结合开票场景，公司推出了针对小微市场主体和自然人

基于智能手机的移动开票产品，以最小的成本满足小微市场主体和自然人低频、多场景的开票需求，受到市场及纳税人的好

评。 

3、信息安全服务 

公司信息安全服务主要为涉密信息系统集成，包括涉密系统工程的规划、设计、开发、实施、服务及保障等工作。公

司拥有最高级别的涉及国家秘密的计算机信息系统集成资质，可在全国范围内开展涉密信息系统集成业务。针对不同政府部

门、行业领域的涉密信息系统，以自主研发的软件产品为核心，以解决用户根本问题为宗旨，提供整体安全解决方案。 

（二）公司经营模式 

报告期内，公司围绕客户的安全需求，以技术为核心，以市场为导向，通过提供高附加值的产品和服务获取利润。公

司专注于产品软硬件设计开发，将部分低技术含量的生产过程外包，通过营销服务网络为客户提供高质量服务。对于关键核

心技术和产品，公司坚持自主研发，以业内领先的具有核心技术的产品和服务满足客户的信息安全需求；同时通过销售环节

反馈的市场动态，推动公司研发部门创新与进步，以保持公司核心技术的竞争优势。 

（三）业绩驱动因素 

国家政策要求驱动市场需求持续增长。2016年12月27日，《国家网络空间安全战略》发布，强调维护我国网络安全是

协调推进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战略布局的重要举措，是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

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重要保障。“没有网络安全就没有国家安全”，网络安全的重要性和意义不断得到提升，

信息安全产业迎来更大的发展机遇。2017年6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网络安全法》正式实施，网络安全有法可依、强制执

行，网络安全市场空间、产业投入与建设步入持续稳定发展阶段。报告期内，公司参与国家信息安全保密领域联盟建设，紧

盯国家重大保密技术创新需求和国产化替代目标，参与开展信息安全保密技术领域的关键共性技术和前瞻研究，参与研制具

有产业影响力的团体标准制定，不断做大做强主业。 

保密科技的发展正逐步由传统的单一防护向防护监管一体化发展，公司聚焦在信息安全保密领域，以保密业务需求为

导引，以技术融合为抓手，着力打造保密技术、国产密码技术、大数据技术深度融合的特色优势，构建防护监管一体化解决

方案，形成在网络空间安全保密领域的核心竞争力。随着专用领域国产化替代进程的加快，采用国产CPU、国产操作系统以

及配套安全保密产品的专用计算机进入广泛推广配备的阶段，将为公司基于国产操作系统的系列安全保密产品的推广应用提

供新一轮驱动力。 

3、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1）近三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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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位：人民币元 

 2017 年 2016 年 本年比上年增减 2015 年 

营业收入 281,123,191.83 215,903,751.65 30.21% 207,581,082.3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48,617,587.35 48,354,007.18 0.55% 49,028,297.6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39,136,663.91 45,625,720.54 -14.22% 37,755,295.29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8,173,272.80 19,860,044.65 41.86% 72,363,622.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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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67 0.79 -15.19% 0.80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67 0.79 -15.19% 0.8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6.56% 35.19% 下降 18.63 个百分点 40.92% 

 2017 年末 2016 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减 2015 年末 

资产总额 546,687,257.49 238,816,574.39 128.92% 249,990,180.8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410,779,748.57 156,002,591.36 163.32% 145,091,884.18 

（2）分季度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人民币元 

 第一季度 第二季度 第三季度 第四季度 

营业收入 33,821,297.70 57,064,456.92 49,982,212.42 140,255,224.7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289,971.15 8,047,049.29 2,424,347.72 39,436,161.4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1,027,491.39 4,496,064.78 2,353,141.86 33,314,948.66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37,545,275.62 -290,219.04 -5,307,535.78 71,316,303.24 

上述财务指标或其加总数是否与公司已披露季度报告、半年度报告相关财务指标存在重大差异 

□ 是 √ 否  

4、股本及股东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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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期末普通

股股东总数 
12,251 

年度报告披露日

前一个月末普通

股股东总数 

12,251 

报告期末表决

权恢复的优先

股股东总数 

0 

年度报告披露日

前一个月末表决

权恢复的优先股

股东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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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魏东晓 境内自然人 29.69% 24,575,430 24,575,430   

陈志江 境内自然人 19.61% 16,230,451 16,230,451   

济南中孚普益投资合

伙企业（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人 5.22% 4,320,000 4,320,000   

孙强 境内自然人 2.56% 2,118,019 2,118,019 质押 120,000 

万海山 境内自然人 2.03% 1,680,000 1,680,000   

张欣 境内自然人 1.79% 1,480,000 1,480,000 质押 400,000 

李胜 境内自然人 1.72% 1,420,000 1,420,000   

陈丹伟 境内自然人 0.85% 700,000 700,000   

施世林 境内自然人 0.85% 700,000 700,000 质押 630,000 

任勋益 境内自然人 0.85% 700,000 700,0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公司未知上述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属于《上市公司持变动信息披露管理

办法》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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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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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以方框图形式披露公司与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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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紧抓市场机遇，专注于安全保密领域，加大市场拓展力度，不断加强研发投入，强化产品竞争力，公

司整体业绩有所提升。在公司董事会、管理层和全体员工共同努力下公司实现营业收入2.81亿元，同比增长30.21%；归属上

市公司股东净利润4,861.76万元，同比增长0.55%。 

（一）影响报告期业绩的主要原因 

1、报告期内，公司信息安全保密产品销售收入持续增长，同比增加1,861.92万元，增长率13.70%，毛利率下降了2.61%；

密码应用产品销售收入、信息安全服务收入基本保持稳定；其他产品销售收入增加4,711.12万元，增长率289.21%，其中移

动网数据采集分析系统销售收入为3,419.75万元，毛利率为28.21%；上述产品结构的变化导致综合毛利率下降8.12%，营业

毛利增加2,445.40万元。 

2、报告期内，公司不断加大研发投入和市场推广力度，研发费用和销售费用增长较快，其中，研发费用4,513.57万元，

同比增长41.17%；销售费用5,036.90万元，同比增长16.72%。 

3、因实施2017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股份支付费用增加了416.26万元。 

综上所述，报告期内，公司营业收入增长较快，净利润与2016年基本持平。 

（二）报告内公司重点工作 

1、进一步明确公司发展战略，加快企业发展步伐。公司以成为“中国信息安全保密领域整体解决方案的领导厂商”为企

业发展愿景，公司聚焦信息安全保密领域，以市场为导向，以技术融合为抓手，着力打造安全保密技术、国产密码技术、大

数据技术深度融合的特色优势，集中优质资源打造在整体网络空间安全保密领域的核心竞争力，巩固和夯实保密领域的优势

地位。同时，做好密码技术在重要领域的体系构建和应用推广，打造出该领域的核心竞争力。公司以进入资本市场为契机，

围绕核心业务，实现跨越式发展。 

2、围绕国家自主可控战略，加大研发力度，抢占发展先机。专用领域的国产化替代，是全面落实国家安全战略的一项

重大工程。报告期内，公司部分国产操作系统的安全保密产品首批通过国家保密主管部门授权的测评机构检测，列入相关专

用信息设备名录，并完成同国内主要主机厂商、系统集成商的解决方案融合。公司在专用领域国产化替代中抢得先机，该系

列产品有利于业绩的持续稳定增长。 

3、贯彻了“总部做强，区域做大”、“总部播种子，区域收麦子”、“打造生态链”的市场策略，持续加大市场推广力度，

继续深耕行业、区域市场，在原有较为薄弱的市场区域实现了有力突破，公司营业收入继续保持较快增长。同时，不断抽取

行业重点，已逐步孵化出10余个具备垂直效应的新行业，对区域市场具有一定辐射效应，为公司安全保密产品的全行业部署

及行业解决方案的试点应用打下坚实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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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为进一步落实“保障国家信息安全，创造员工幸福家园”的企业使命，创造良性可持续发展的经营环境，公司组织开

展了正风肃纪、规范内部治理专项行动，重点围绕企业发展中存在的思想、作风、纪律等方面的问题进行专项治理。公司内

部监督约束机制不断加强，有利于鼓舞士气、激发活力、增强公司整体凝聚力，为公司未来经营业绩再上新台阶奠定了坚实

的思想基础和管理基础。 

5、2017年公司实施了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进一步建立、健全公司长效激励机制，吸引和留住优秀人才，充分调动公

司核心管理人员、核心技术（业务）骨干人员的积极性，有效地将股东利益、公司利益和核心团队个人利益结合在一起，使

各方共同推动公司的长远发展。 

2、报告期内主营业务是否存在重大变化 

□ 是 √ 否  

3、占公司主营业务收入或主营业务利润 10%以上的产品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产品名称 营业收入 营业利润 毛利率 
营业收入比上

年同期增减 

营业利润比上年

同期增减 

毛利率比上年

同期增减 

信息安全保密产品 154,502,773.21 135,353,123.78 87.61% 13.70% 10.41% -2.61% 

密码应用产品 39,194,026.69 15,433,879.44 39.38% 1.01% -12.44% -6.05% 

其他产品 63,400,849.82 20,443,803.75 32.25% 289.21% 229.82% -5.81% 

4、是否存在需要特别关注的经营季节性或周期性特征 

√ 是 □ 否  

按业务年度口径汇总的主营业务数据 

□ 适用 √ 不适用  

5、报告期内营业收入、营业成本、归属于上市公司普通股股东的净利润总额或者构成较前一报告期发生

重大变化的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6、面临暂停上市和终止上市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7、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1）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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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报告期无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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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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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上海中孚泰和信息技术有限公司未实际经营，已于本报告期注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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