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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300399                                证券简称：京天利                       公告编号：2019-016 号 

北京无线天利移动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年度报告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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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者应当到证监会指定媒体仔细阅读年度报告全文。 

2、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无异议声明； 

3、全体董事亲自出席了审议本次年报的董事会会议；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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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本报告期会计师事务所无变更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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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7,600,000 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

金红利 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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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 股。 

二、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京天利 股票代码 3003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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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洪亮 赵楠 

办公地址 
北京市石景山区实兴大街 30 号院 6 号楼

901 室 

北京市石景山区实兴大街 30 号院 6 号楼

901 室 

传真 010-57551123 010-57551123 

电话 010-57551331 010-57551331 

电子信箱 IRM@ihandy.cn IRM@ihandy.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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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报告期内，公司主营业务结构未发生重大变化，按行业划分为移动信息服务以及保险产品服务。 

 

其中移动信息服务业务包括MAS业务、ICT业务和软件定制业务。MAS（ Mobile Agent Server）业务即移动代理服务器

业务，该业务通过全方位整合集团客户移动信息应用的需求和电信运营商的通信能力资源，提升集团客户在移动办公、业务

管理、客户服务、客户关系管理等方面的移动信息化水平。在MAS业务的服务过程中，公司针对集团客户个性化需求提供

移动信息应用整体解决方案，主要包括集团客户营销、个性化解决方案制定、定制化移动信息服务平台开发、日常运营支撑、

客户服务、统计分析、业务优化等服务。 

 

ICT业务(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 Technology) 即信息通讯系统的开发及其运营，是公司对现有核心技术与业务流

程整合后研发出的移动信息应用综合服务平台，主要是为企业客户提供移动通讯信息技术应用整体解决方案，体现了“标准

化服务”和集中式管理”的理念。服务范围涵盖软件定制开发、系统集成、运营支撑和客户关系管理等全流程，最终协助企业

客户向其终端客户提供以短彩信应用为主的移动信息服务。 

 

软件定制业务主要承接保险机构客户的移动互联类项目或平台产品的研发任务，重点提供涵盖平台软件定制开发、终端

设备服务、运营支撑服务和综合咨询服务的移动信息应用整体解决方案。目前业务产品有“神行太保”、“微信服务平台”、“人

工智能应用服务”、“自助查勘”、“国网理赔系统”。报告期内，公司与国内人工智能行业领军企业—“创新奇智”达成战略合

作，整合双方优势资源对人工智能技术在金融行业的应用进行深入探索。 

 

公司基于在保险行业的客户积累与运营经验，持续推进互联网保险业务的布局与探索，完成了公司互联网保险业务体系

的搭建，重点通过控股子公司开展互联网车险平台业务及场景化保险业务。其中子公司天彩保险经纪是一家具备全网销售资

质，以提供新型的互联网保险经纪服务为主的保险经纪公司。子公司上海优保通过打造移动互联网平台--车保赢，为车主提

供车辆保险以及车辆相关的服务。子公司众合四海主要经营区域型代理销售保险产品，与包括人保财险、太平洋财险、平安

财险、英大财险、华泰财险、泰康人寿、阳光财险、众安在内的十余家国内顶级保险公司建立长期、深入的业务合作。子公

司上海誉好数据处理技术有限公司是国内最早一批开展互联网保险业务平台的企业之一，具体服务包括主动式理赔航延险、

系统自动核保3C险、教育险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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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 年 2017 年 本年比上年增减 2016 年 

营业收入 346,643,061.13 322,283,439.90 7.56% 287,501,875.5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25,103,860.45 -24,684,366.62 201.70% 15,131,874.4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5,808,176.48 20,271,974.77 -71.35% 26,969,670.05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4,541,047.05 326,188.54 -4,557.87% 31,935,827.53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3 -0.12 208.33% 0.08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3 -0.12 208.33% 0.08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5.99% -5.88% 11.87% 3.52% 

 2018 年末 2017 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减 2016 年末 

资产总额 519,779,172.03 530,337,036.12 -1.99% 504,854,335.2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432,545,889.11 404,026,588.29 7.06% 434,864,447.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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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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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业收入 80,609,984.62 80,907,562.77 101,861,194.83 83,264,318.9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2,946,161.62 -15,193,843.18 13,326,325.49 29,917,539.7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11,702.80 618,832.46 9,887,592.42 -4,709,951.21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31,183,094.56 -30,686,905.09 13,037,804.05 34,291,148.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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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961 

年度报告披露

日前一个月末

普通股股东总

数 

15,5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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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钱永耀 境内自然人 40.24% 79,515,592 59,636,694   

钱永美 境内自然人 10.70% 21,149,093 0   

江阴鑫源投资

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9.02% 17,828,200 0   

天津智汇投资

合伙企业（有限

合伙） 

境内非国有

法人 
7.01% 13,845,000 0   

邝青 境内自然人 2.64% 5,210,724 3,908,043   

中央汇金资产

管理有限责任

公司 

国有法人 1.74% 3,437,252 0   

薛兆栋 境内自然人 0.28% 560,190 0   

徐勇 境内自然人 0.17% 340,930 0   

胡维玲 境内自然人 0.17% 339,595 0   

张兆阳 境内自然人 0.17% 336,000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

动的说明 

钱永美系钱永耀的姐姐，江阴鑫源的控股股东及法定代表人为钱永美，天津智汇的普通合伙

人（执行事务合伙人）为钱永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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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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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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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照披露-软件与信息技术服务业 

 

2018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34,664.31万元，同比增长7.56%。其中，公司大力发展互联网保险业务，2018年实现收入

17,145.56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34.88%。软件定制业务稳步增长，2018年实现收入3,392.98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11.73%。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2,510.39万元，同比增长201.70%；公司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580.82万元，同比下降71.35%。业务方面，公司MAS及ICT业务出现了收入与毛利率双降情况，但

整体业务仍保持稳定；投资方面，公司实现投资收益1,615.60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34.53%；公司诉讼事项方面，公司累计

收到了实际控制人赔偿给公司的裁决款项3,296.61万元，但2018年公司诉讼事项计提预计负债2,644.22万元，计提法律费用

397.39万元。 
 

1、移动信息服务业务经营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MAS业务和ICT业务发展略有下滑。集团客户短信服务市场2018年竞争环境更为激烈、价格透明度高，

公司MAS业务2018年的整体发送量呈现负增长，业务量同比下降10.45%。其中，随着保险行业集团客户的营销需求增长，

该行业客户业务发送量保持增长，同比增长9.07%。证券、基金行业受到监管政策趋严和市场行情走弱等多方面冲击，业务

发送量分别同比下滑43.27%、46.78%。公司ICT业务2018的整体发送量同比下降5.20%，其中，银行行业因交通银行发送量

增长提振，该行业发送量同比增长11.65%，基金行业的业务发展也呈现小幅上涨趋势。但保险、证券行业受到通道成本限

制，业务量出现不同程度下滑，此外，部分行业集团客户转为线上短信、微信、APP等其他方式进行营销推广和客户信息服

务，导致公司ICT业务的利润贡献有所下滑。 
 

报告期内，公司软件定制业务持续在技术能力和客户拓展方面布局，聚合资源的基础上，为客户提供全方位一体的微服

务解决方案、互联网展业解决方案、智能客服解决方案及视讯服务解决方案。该业务在太保既有项目稳定实施基础上，积极

拓展了交银康联等新项目。公司已经形成较为成熟的项目实施和系统集成经验，面对大型保险公司等金融类行业客户时，公

司可通过成熟的行业移动展业方案和平台建设方案，快速响应客户需求，集中对项目进行上线部署、快速迭代优化。此外，

公司与国内人工智能技术研发的领军企业创新奇智形成战略合作关系，整合双方的优势资源，加快公司人工智能业务在金融

行业的拓展与布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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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互联网保险业务经营情况 

公司互联网保险业务的布局初见成效，该业务主要由公司控股子公司负责实施。报告期内，子公司天彩经纪作为公司互

联网保险业务战略的核心与枢纽，已组建了由保险行业专家和互联网行业资深人士组成的专业团队，并在全国各地组建了多

家分支机构，负责区域业务的落地支持与市场拓展；互联网保险业务运营与支撑平台已完成初期的技术建设，并开始小规模

落地实施；子公司上海优保致力于打造围绕车险业务的销售及服务体系，目前移动互联网平台车保赢已上线进入运营阶段；

子公司上海誉好作为场景化保险与理赔服务的业务单元，已形成了多套成熟的互联网保险的整体解决方案，包括健康险、旅

游险、教育险等多个互联网保险平台已上线应用，为互联网渠道方和终端用户提供了高效便捷的保险销售和理赔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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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移动信息服务 175,187,442.82 132,896,774.73 24.14% -10.24% 3.36% -9.98% 

保险产品服务 171,455,618.31 140,298,141.34 18.17% 34.88% 37.85% -1.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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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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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会计政策变更 

财政部于2018年6月15日发布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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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一

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进行了修订，归并部分资产负债表项目，拆分部分利润表项目；并于2018年9月7日发布了《关于2018

年度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有关问题的解读》，明确要求代扣个人所得税手续费返还在“其他收益”列报，实际收到的政府补

助，无论是与资产相关还是与收益相关，在编制现金流量表时均作为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列报等。 

本公司已经根据新的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要求编制财务报表，财务报表的列报项目因此发生变更的，已经按照《企业

会计准则第30号——财务报表列报》等的相关规定，对可比期间的比较数据进行调整。 

对可比期间利润表和现金流量表列报项目及金额影响如下： 

项目 
2017年12月31日之前列报

的2017年度发生额 
影响金额 

2018年1月1日列报项目变更

后的2017年度发生额 
备注 

管理费用 62,813,958.74 -15,407,658.09 47,406,300.65  

研发费用  15,407,658.09 15,407,658.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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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收益 1,865,300.00 454,691.88 2,319,991.88  

营业外收入 454,699.21 -454,691.88 7.33  

合计 65,133,957.95  65,133,957.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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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期不再纳入合并范围的子公司、特殊目的主体、通过委托经营或出租等方式丧失控制权的经营实体 

名称 变更原因 

北京誉好保险公估有限公司 已注销，本期利润表纳入合并范围，资产负债表不再纳入合并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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