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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0889                  证券简称：中嘉博创                   公告编号：2019-78 

中嘉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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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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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嘉博创 股票代码 0008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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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束海峰 张海英 

办公地址 北京市朝阳区华业国际中心 A 座；秦皇岛市河北大街 146 号金原国际商务大厦 27 层 

电话 0335-3733868 0335-3280602 

电子信箱 shuhaifeng@zjbctech.com zhanghaiying@zjbctech.com 

2、主要财务数据和财务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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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23,250,801.74 1,373,957,799.53 18.1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83,590,401.22 109,866,209.78 -23.9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元） 82,278,470.75 109,340,957.57 -24.75%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55,723,085.05 -222,554,140.10 74.96%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250 0.1767 -29.26%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250 0.1767 -29.26%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2.30% 4.05% 减 1.75个百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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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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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327,724,194.54 5,325,499,130.46 0.0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3,671,758,740.62 3,602,604,503.00 1.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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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912 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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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孝昌鹰溪谷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人 22.17% 148,360,844  质押 128,399,998 

中兆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20.64% 138,074,832  质押 129,415,800 

深圳通泰达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人 10.46% 70,000,000  质押 70,000,000 

刘英魁 境内自然人 9.51% 63,634,356 47,275,097   

上海峰幽投资管理中心（普通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人 3.95% 26,445,783  质押 26,445,783 

深圳茂业百货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1.86% 12,436,095    

秦皇岛市国有资产经营控股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1.75% 11,742,341    

朱胜华 境内自然人 1.47% 9,827,000    

深圳市华美达一号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人 1.45% 9,700,000    

盖云娥 境内自然人 0.76% 5,080,242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孝昌鹰溪谷投资中心(有限合伙)和上海峰幽投资管理中心(普通合伙)是一致行动

人，中兆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和深圳茂业百货有限公司存在关联关系是一致行动人，

除此之外未发现上述其他股东之间存在关联关系或是一致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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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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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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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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期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162,325.08 万元，同比增收 24,929.30 万元，同比增幅 18.14%。公司实现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8,359.04万元，同比减少 2,627.58万元，同比降幅 23.92%。从主要的收入

分业务来看，通信网络维护业务实现收入 74,873.08万元，同比减少了 16.32%；信息智能传输业务实现收

入 49,122.71万元，同比增加了 17.88%，金融服务外包业务实现收入 13,991.27万元，同比增加了 572.24%。 

目前公司的主要业务由创世漫道、长实通信和嘉华信息三家全资子公司经营。长远来看，公司主要发

展是利用通讯元素为基础，赋能于互联网和金融等多个行业。公司的愿景是云通讯为基础，B2B2C 方式打

造不同运营场景，迎接 5G和人工智能时代的到来。 

（1）创世漫道：收入持续稳定增长，成本上升带来毛利率下降。 

创世漫道主要从事企业短信业务，企业短信的收入影响因素主要由发送量和价格所构成。报告期内，

创世漫道实现营收同比增幅25.11%，但是因从2018年开始，联通、电信各省陆续实行短信跨省结算，致使

联通、电信的短信发送成本大幅提升，同时报告期内话费支付收入和成本大幅增长，创世漫道营业成本同

比增幅47.03%，成本增幅高于营收，导致毛利率下降。 

针对运营商上调通道资费，创世漫道将寻求优价、优惠通道降成本，提高盈利能力，适时调整短信服

务价格，加快应收账款回收，控制成本、费用上升，增加盈利，为本年的经营计划付出更多努力。创世漫

道主要费用管理费用同比降幅23.13%；同时报告期内，公司更加积极注重经营质量，积极回收欠款，创世

漫道应收账款减少4,065.17万元，降幅12.40%。 

（2）长实通信：在网络维护行业位于行业第一梯队，等待5G拐点到来。 

随着通信服务外包规模加大，运营商在近些年推行通信服务集采并加码，行业向集中化、规范化演进，

市场份额向优秀的头部公司集中。从2018年上市公司已经公布的数据来看，第三方通信服务商相关业务收

入统计中，中嘉博创的全资子公司长实通信在行业排名第四。 

面临即将到来的5G，公司也降积极迎接时代的变化和机遇，从网络维护到5G站址运营，向产业链的纵

向拓展。 

长实通信已落实整合成建制物业、成片区物业资源提前为5G基站的配套建设布局。 

报告期内，长实通信实现营收同比降幅16.23%，一方面是在部分省份订单减少，另一方面是行业处于

4G网络建设尾声，5G网络启动元年，运营商的业务处于在周期的拐点。 

随着营收的下降，长实通信营业成本同比降幅12.65%；因减少人工工资、期间费用，长实通信主要费

用管理费用同比降幅14.42%。报告期内，因通信网络维护客户铁塔公司业务上升且结算期延长，长实通信

应收账款增加10,151.89万元，增幅17.82%。针对盈利能力下降的现状长实通信将通过控制人工成本，适

时调整业务结构增加毛利率较高的IDC机房维护、有关工程等业务，提高盈利能力及现金流入。 

    （3）嘉华信息：国内领先的金融服务外包提供商，助力金融机构实现零售业务。 

金融服务外包一般分为信息技术外包（ITO）、业务流程外包（BPO）和知识流程外包（KPO）三类。目

前，我国金融服务外包以信息技术服务外包和业务流程外包为主，知识流程外包相对较少。公司子公司嘉

华信息主要从事的金融业务流程外包（BPO）是指金融机构将部分业务流程或职能委托给专业服务商，由

专业服务商为其提供相应的服务。金融业务流程外包帮助金融机构实现对辅助业务的有效控制，改善辅助

业务对核心业务的支撑作用，有利于金融机构降低成本、优化产业、提升企业核心竞争力。目前的金融服

务外包业务主要是嘉华信息在银行信用审核、账单和交易分期、现金分期以及还款及催收等环节提供全流

程的金融外包服务。 

因嘉华信息 2018 年 6月并入，嘉华信息同期数据无可比性。报告期内，嘉华信息实现营收入 36,267.50

万元，实现利润 5,481.10 万元。未来公司一方面要提高运营能力，另一方面还要提高效率。提高运营能

力就是我们要扩大我们的坐席数，进行新的投资建设，进而进入更多银行的供应商名单以及提高在单个银

行的市场份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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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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新金融工具准则 

财政部于2017年修订印发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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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准则统称“新金融

工具准则” )，经本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决议通过，公司自2019年1月1日起执行新金融工具准

则。根据准则衔接规定要求，公司对上年同期比较报表不进行追溯调整，执行上述新金融工具准则不会对

公司财务报表产生影响。 

（二）新财务报表格式 

财政部于2019年4月30日发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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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进行了修订。经本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决议通过，公司在编制 

2019 年度中期财务报表和年度财务报表及以后期间的财务报表时，适用新财务报表格式。公司根据《关

于修订印发2019年度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通知》相关要求编制财务报表，仅对财务报表格式和部分项

目填列口径产生影响，不影响公司净资产、净利润等财务指标。相关列报调整影响如下： 

A. 对合并资产负债表的影响                                                     单位：元 

项目 
2018 年 12 月 31 日 

(调整前) 

调整数 

(增加+/减少-) 

2019 年 1 月 1 日 

(调整后) 

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 1,064,241,627.49 -1,064,241,627.49  

应收票据  10,215,000.00 10,215,000.00 

应收账款  1,054,026,627.49 1,054,026,627.49 

应付票据及应付账款 398,707,944.61 -398,707,944.61  

应付票据    

应付账款  398,707,944.61 398,707,944.61 

B. 对母公司资产负债表的影响                                                   单位：元 

项目 
2018 年 12 月 31 日 

(调整前) 

调整数 

(增加+/减少-) 

2019 年 1 月 1 日 

(调整后) 

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    

应收票据    

应收账款    

应付票据及应付账款 160,750.00 -160,750.00  

应付票据    

应付账款  160,750.00 160,75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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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 年 5 月 22 日霍尔古斯煊嘉信息技术有限公司从新疆伊利迁址到宁波，公司更名为宁波煊嘉信息

技术有限公司工商执照已经办理完毕。 

霍尔果斯长实云谷信息科技有限公司于 2019年 2月 15日注销，工商登记注销手续已经办理完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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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肥御聚信息技术有限公司于 2019 年 3月 25 日注销，工商登记注销手续已经办理完毕。 

 

 

中嘉博创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 年 8月 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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