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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530                         证券简称：金财互联                           公告编号：2018-056 

金财互联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201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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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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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财互联 股票代码 0025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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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房莉莉 王馨檬 

办公地址 江苏省盐城市大丰区经济开发区南翔西路 333 号 上海市嘉定区金运路 355 号华泰中心 12A 栋 10 楼 

电话 0515-83282838 021-62615469 

电子信箱 fengdong@fengdong.com JCHL@jc-interconnect.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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元） 466,360,904.46 346,768,027.26 34.4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85,119,243.05 79,058,681.32 7.6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的净利润（元） 
72,545,311.64 81,323,779.81 -10.79%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87,724,750.45 -8,539,697.48 -927.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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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1 0.10[注] 10.00%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1 0.10[注] 10.0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2.14% 2.11%   增长 0.03 个百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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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940,020,522.95 4,793,419,172.33 3.0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3,992,334,489.16 3,931,752,338.76 1.54% 

注：报告期内，公司因资本公积转增股本而增加公司总股本且不影响股东权益金额，对上年同期的基本每股收益和稀释

每股收益按最新股本调整填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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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0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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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苏权健东润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19.75% 155,040,000 155,040,000 质押 88,800,000 

徐正军 境内自然人 16.33% 128,202,971 115,382,674 质押 128,202,971 

东方工程株式会社 境外法人 9.60% 75,360,000    

朱文明 境内自然人 8.35% 65,534,482 64,436,182   

王金根 境内自然人 6.94% 54,511,499 49,060,349 质押 19,951,520 

束昱辉 境内自然人 5.43% 42,627,013 42,627,013   

北京众诚方圆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人 2.11% 16,531,117  质押 16,531,117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欧

中小盘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LOF) 
基金、理财产品等 1.77% 13,901,441    

和华株式会社 境外法人 1.67% 13,148,909    

全国社保基金一 一 一组合 其他 1.10% 8,619,697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上述股东中，朱文明、束昱辉为一致行动人；徐正军、王金根

为一致行动人。除此之外，上述股东之间不存在公司已知的关

联关系，亦不存在公司已知的一致行动人关系。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明（如有）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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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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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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软件与信息技术服务业 

2018年上半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46,636.09万元，比上年同期增长34.49%；实现利润总额及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分别为10,727.89万元和8,511.92万元，较上年同期分别增长21.86%和7.67%。 

1.1 互联网财税业务 

报告期内，公司互联网财税业务实现营业收入19,627.09万元，比上年同期增长24.57%，其中财税云服务收入13,026.31

万元，技术服务收入3,393.66万元，产品及开发服务收入2,956.47万元，系统集成收入229.38万元；实现利润总额及归属于上

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分别为6,160.90万元和5,666.27万元，较上年同期分别下降3.80%和4.22%。 

报告期内，方欣科技依托自身创建的系统集成服务、财税云服务、智慧电子税务局及相关服务三大类产品业务，通过在

日常运营过程中积累的大量用户数和企业行为数据，形成了多区域、多用户、多数据、高粘度的互联网财税生态圈。 

1.1.1 系统集成服务 

方欣科技的系统集成业务是根据客户的信息化需求，设计出符合客户实际需求的软硬件解决方案。信息系统集成解决方

案包括基于云服务的智能安防、水纹监测、交通监测、视频会议、智能网络 IT 服务管控等内容。报告期内，方欣科技研发

了方欣 IaaS 云化智能管理与监控平台 V1.0、方欣 PaaS 云化智能管理与监控平台 V1.0，在系统集成行业保持着其较强的竞

争力。 

1.1.2  财税云服务 

1.1.2.1 企业端及其增值服务 

方欣科技在企业财税服务领域已经具有多年的运营经验，积累了丰富的互联网财税产品，包括：凭证管家、办税管家、

财务管家、财税管家、培训管家等。以业财税一体化为核心，构建连接用户（包含企业、各种中介机构、政府管理机构、个

人）、设备（PC、移动终端、专用终端）、应用（涵盖用户财务、办税、资金、内部管理如企业管理、ERP 管理等全生态链

服务应用）、服务（各种线上线下服务）的智能云连接平台，重点解决发票、财务、报税、企业管理全面协同功能。报告期

内，方欣科技研发了方欣财税管家应用软件 V2.0、方欣税收算法管理系统 V1.0、方欣发票服务平台软件 V1.0 等软件，稳固

了方欣科技在企业端业务的发展。 

1.1.2.2 大数据及其增值服务 

方欣科技根据其财税云服务中的云+端模式，在企业自愿及授权的前提下，基于企业基本信息、申报和发票信息、财务

信息以及其他外部数据，依托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先进技术，为各级税务机关提供全方位全覆盖的数据分析能力，

为企业提供基于财税大数据的精准营销、决策分析、智能数据服务等不同的数据服务能力，满足不同层级、不同部门、不同

对象的数据服务需求，以数据驱动业务创新，进一步深耕财税领域服务。 

1.1. 3  智慧电子税务局及相关服务 

智慧电子税务局是方欣科技以 20 年电子办税信息化产品积累为基础、以国家税务总局金税三期工程纳税服务工程为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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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以国家税务总局提出的“互联网+税务”行动计划为纲要，顺应国家发展需求继续深耕税局端市场，为各级税务机关提供

行业领先的智慧电子税务局综合解决方案与配套服务，支撑税务机关向广大纳税人提供便捷、高效、易用、安全的互联网+

办税服务体验。依托拳头产品“智慧电子税务局”，大力拓展网报服务市场。报告期内，方欣科技研发了方欣税务电子工作桌

面应用软件 V1.0、方欣智能电子税务局无纸化业务系统 V1.0 等软件。 

截止报告期末，方欣科技已覆盖全国 19 个省及单列市，服务于 900 多万企业用户，付费用户数超 190 万。此外，报告

期内方欣科技获得了广州市工商行政管理局颁发的连续 12 年守合同重信用单位荣誉证书、广州市工业和信息化委授予的“两

高四新”企业等荣誉。 

1.2 热处理业务 

今年上半年，尽管外部环境的不确定性因素增多，但伴随着国内经济结构调整、转型升级扎实推进，机械制造业保持了

稳中向好的发展态势。受此影响，公司热处理业务也呈现出稳中有升的良好发展态势，经营业绩实现了大幅增长。 

报告期内，热处理业务实现营业收入 27,008.76 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 42.75%，实现利润总额及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分别为 4,736.37 万元和 3,292. 74 万元，较上年同期分别增长 97.43%和 65.46%。 

根据热处理板块市场定位及战略发展方向，公司着力发展热处理加工服务业务：2017 年 11 月，丰东热技术投资设立全

资子公司烟台丰东，主要定向配套服务于相关汽车零部件的热处理加工项目，同时也为周边企业提供专业高端的热处理服务；

2018 年 2 月，青岛丰东投资设立全资子公司青岛丰东热工技术有限公司，致力于为青岛及周边零部件企业提供金属表面处

理及热处理加工服务，同时实施智能化等离子及高端热工装备的研发及制造等；2018 年 3 月，丰东热技术对组织架构进行

了优化调整，新设立加工事业部，负责烟台丰东及未来新设热处理加工项目的建设，并逐步构建成加工企业服务平台，协调

各加工企业的优势，为丰东的热加工业务提供系统服务和工艺技术支持，同时制定适用于丰东热加工服务体系的统一标准，

对热处理加工服务的流程、过程控制、工艺要求等进行具体规范，进一步提升各成员企业的经营管理及工艺技术水平。 

2、对 2018 年 1-9 月经营业绩的预计 

2018 年 1-9 月预计的经营业绩情况：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正值且不属于扭亏为盈的情形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正值且不属于扭亏为盈的情形 

2018 年 1-9 月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变动幅度 18.01% 至 32.85% 

2018 年 1-9 月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变动区间

（万元） 
17,500 至 19,700 

2017 年 1-9 月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万元） 14,829 

业绩变动的原因说明 

1、伴随互联网财税业务的进一步拓展，以及方欣科技新产品的

市场化推广，预计互联网财税业务在三季度将实现较大幅度增长； 

2、基于机械制造业持续向好以及丰东上半年在市场开拓方面所

做的努力，预计热处理业务与上年同期相比有较大幅度增长。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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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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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财互联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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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与上一会计期间财务报告相比，本报告期合并报表范围增加 8 户，分别为青岛丰东热工技术有限公司、烟台丰东热

技术有限公司、青岛高新金财信息科技有限公司、青岛百旺金赋信息科技有限公司、北京金财纵横信息咨询服务有限公司、

金财慧盈保险经纪有限公司、广东龙达财税服务有限公司、浙江金财共享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2、与上一会计期间财务报告相比，本报告期合并报表范围减少 1 户，系上海灏友企业服务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朱文明                                                                                                                                                                                                          

金财互联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一八年八月十八日 


	一、重要提示
	二、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简介
	2、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4、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5、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10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6、公司债券情况

	三、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1、报告期经营情况简介
	2、对2018年1-9月经营业绩的预计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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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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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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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