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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300229                            证券简称：拓尔思                            公告编号：2018-063 

北京拓尔思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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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异议声明 

姓名 职务 内容和原因 

声明： 

除下列董事外，其他董事亲自出席了审议本次半年报的董事会会议 

未亲自出席董事姓名 未亲自出席董事职务 未亲自出席会议原因 被委托人姓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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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拓尔思 股票代码 3002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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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何东炯 付静 

办公地址 
北京市朝阳区大屯路科学园南里西奥中心

B 座 16 层 

北京市朝阳区大屯路科学园南里西奥中心

B 座 16 层 

电话 010-64848899 010-64848899-190 

电子信箱 ir@trs.com.cn ir@trs.com.cn 

2、主要财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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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3,423,704.88 314,278,695.98 9.2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18,147,352.18 16,810,523.15 7.9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后的净利润（元） 
12,278,866.89 11,669,798.77 5.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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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48,485,569.02 -53,404,303.22 190.79%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387 0.0356 8.71%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387 0.0356 8.71%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00% 1.02% -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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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94,198,023.02 2,210,218,929.53 3.8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1,797,561,767.37 1,802,568,351.11 -0.28%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报告期末股东总数 42,5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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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信科互动科

技发展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44.39% 208,412,500 0 质押 81,570,000 

北京市北信计算

机系统工程公司 
国有法人 6.27% 29,414,760 0   

荣实 境内自然人 3.97% 18,647,989 0   

李志鹏 境内自然人 1.49% 6,996,243 0   

毕然 境内自然人 1.06% 4,970,030 0   

权锗峰 境内自然人 0.79% 3,706,300 0   

丁亚轩 境内自然人 0.69% 3,245,000 0   

令狐永兴 境内自然人 0.57% 2,689,526 2,017,144   

程跃明 境内自然人 0.51% 2,405,056 0   

孙镇锡 境内自然人 0.35% 1,665,302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

说明 

上述股东之间，荣实、李志鹏、毕然、丁亚轩、令狐永兴、程跃明和孙镇锡同是全资子

公司天行网安被收购前的股东。除此外，本公司未知前十名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

也未知是否属于一致行动人。 

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参与融资融券

业务股东情况说明（如有） 

前 10 名股东中的丁亚轩通过普通账户持股 1,066,657 股，通过国开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客

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 2,178,343 股，实际合计持有 3,245,000 股；孙镇锡通过普

通账户持股 200,000 股，通过长城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

1,465,302 股，实际合计持有 1,665,302 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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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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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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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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期内，公司秉承“从数据到智慧”的企业理念，贯彻公司战略，依照年度经营计划，持续投入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核

心技术研究，挖掘贴近用户需求和业务场景的行业应用价值点，进行创新型应用产品开发，布局大数据和人工智能技术成果

的产品化和行业化；同时公司积极进行市场拓展，在政府、传媒、安全和金融等重点行业市场切实推动销售覆盖和跟进，并

加强各类项目保质保量的实施和及时交付，按预期完成了主要经营目标。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34,342.37万元，相比

上年同期增长9.27%，取得归属上市公司股东净利润1,814.74万元，相比上年同期增长7.95%，业绩稳步增长。 

在“互联网+政务”和政府大数据应用领域，报告期内公司保持了稳中向好的业务拓展态势，签订了青海省集约化建设

二期、宁夏政务协同门户集约化、襄阳市政务网站群集约化、聊城市政府网站集约化、白城市政府网站集约化、深圳大鹏新

区政府在线等一批政府门户集约化平台的项目。报告期内公司还承建了国家知识产权局专利局外观设计查新机检项目、S系

统及智库系统，在专利检索应用领域引入大数据、人工智能技术，开发了词根检索、跨语言检索、专利分类引擎，机检报告、

机械附图检索、数值范围检索等一系列AI场景应用，已经从文本检索全面扩展到文本、图像和语义检索分析，实现拓尔思大

数据和人工智能技术在专利行业全面深化落地。 

在传媒出版行业市场，报告期内公司继续服务于“传统媒体融合新媒体”的用户需求，致力于公司相关融媒体行业解决

方案和数据服务在业内的推广应用，承建了经济日报融媒体大数据平台、《新华文摘》数字平台、湖南日报“中央厨房”软

件系统、山西日报融媒体平台建设等众多较有影响的项目，获得了较好的市场效益。 

报告期内公司在安全、金融等重点行业都取得了良好的经营成果，并为下半年持续发力进行营销拓展打好了坚实的业务

基础；各全资或控股子公司也在各自的业务领域和目标市场中实现了预期的业务目标；报告期内，公司还强化各分、子公司

间整合协同机制运作，实行优化的绩效考核和激励制度，以利于促进公司业务更加高效和持续的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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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与上一会计期间财务报告相比，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更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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