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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重要提示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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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者应当到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等中国证监会指定媒体上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

文。 

 

2 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半年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

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3 未出席董事情况 

未出席董事职务 未出席董事姓名 未出席董事的原因说明 被委托人姓名 

独立董事 苏勇 工作原因 吴斌 

 

4 本半年度报告未经审计。 

 

5 经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不适用 

二 公司基本情况 

2.1 公司简介 

公司股票简况 

股票种类 股票上市交易所 股票简称 股票代码 变更前股票简称 

A股 上海证券交易所 宝信软件 600845 上海钢管 

B股 上海证券交易所 宝信B 900926 钢管B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吕子男 彭彦杰 

电话 021-20378893 021-20378893 

办公地址 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

郭守敬路515号 

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

郭守敬路515号 

电子信箱 investor@baosight.com investor@baosight.com 

 

2.2 公司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

增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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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资产 9,804,864,268.88 9,445,418,191.30 3.8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资产 

6,598,319,603.22 6,614,145,217.93 -0.24 

 本报告期 

（1-6月）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

减(%)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494,111,130.50 331,403,838.30 49.10 

营业收入 2,699,014,398.89 2,412,763,624.84 11.8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 

405,660,064.47 295,500,334.18 37.2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 

384,578,633.93 262,382,077.17 46.57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

益率（%） 

6.03 5.94 增加0.09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

股） 

0.356 0.287 24.04 

稀释每股收益（元／

股） 

0.356 0.283 25.80 

注：上年同期每股收益已根据 2018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以资本公积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转增 3 股”，

按调整后的股数进行重新计算。 

 

2.3 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 股 

截止报告期末股东总数（户） 40,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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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质押或冻结的股

份数量 

宝山钢铁股份有限公司 国有法

人 

50.81 579,443,712 0 无   

ISHARES IV PUBLIC LIMITED 

COMPANY 

未知 1.06 12,051,728 0 未知   

MORGAN    STANLEY & CO. 

INTERNATIONAL PLC 

未知 0.91 10,393,547 0 未知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国泰估值优势混合型证券

投资基金（LOF） 

未知 0.59 6,726,090 0 未知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国泰金龙行业精选证

券投资基金 

未知 0.49 5,633,824 0 未知   

VANGUARD EMERGING MARKETS 

STOCK INDEX FUND 

未知 0.49 5,605,634 0 未知   

法国巴黎银行－自有资金 未知 0.45 5,168,515 0 未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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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HENWAN    HONGYUAN 

NOMINEES (H.K.) LIMITED 

未知 0.45 5,147,081 0 未知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汇添富移动互联股票型证

券投资基金 

未知 0.43 4,941,776 0 未知   

VANGUARD TOTAL 

INTERNATIONAL STOCK INDEX 

FUND 

未知 0.40 4,605,323 0 未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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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是否

一致行动。 

 

 

2.4 截止报告期末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前十名优先股股东情况表 

□适用  √不适用  

 

2.5 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适用  √不适用  

 

2.6 未到期及逾期未兑付公司债情况 

□适用√不适用  

 

三 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3.1 经营情况的讨论与分析 

2019 年是我国迈向高质量发展的关键年，在新一轮工业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大背景下，软件和

信息技术服务业在推动传统产业转型升级中占据前所未有的重要地位，迎来历史性发展机遇。宝

信软件秉承“技术领先、市场拓展、模式创新”的经营理念，把握机遇积极推进工业互联网平台

体系能力建设，加快相关应用落地与成果转化，把公司打造成为顶尖的智慧制造服务提供商和领

先的工业互联网服务提供商。 

报告期内，公司主要市场钢铁行业兼并重组持续推进，智慧制造建设需求高涨；新一代信息

基础设施业务全国布局正式开启，上架率持续攀升；通过参与一系列国家重大项目，创新溢出效

应不断增速。上半年，公司经营效率持续优化，经营业绩再创历史同期新高。 

公司在综合竞争力、行业地位、技术创新等方面不断获得提升。荣膺“2019 年度电子信息行

业卓越企业”；通过“国家技术创新示范企业”复核；获评“2018 年工业互联网网络优秀解决方

案”；“工信部钢铁行业工业互联网平台试验测试项目”通过了专家组的中期检查；iCV、冶金产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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销管理软件、报表软件荣获“2019 年度优秀软件产品”。 

报告期内公司各项主要业务发展情况如下： 

进一步完善资源配置、加强业务统筹、优化智慧制造业务推进机制。培育集控、智能装备、

大数据、人工智能、移动物联、工业网络安全、虚拟制造七大关键技术，重点开展 5G 技术前瞻性

研究并取得突破，支撑中国宝武发布无人驾驶 120 吨框架车、机器人远程实时操控、远程质检、

远程炼钢等全球首批钢铁行业 5G 应用，围绕创新构建核心竞争力，不断提升公司智慧制造的总体

策划能力和产业服务能力，引领行业技术进步。 

基于工业互联网平台实现钢铁企业传统自动化、信息化体系重构，形成智能工厂、智慧运营、

协同生态三层架构，通过扁平化内涵和生态化外延，构建宝信软件面向未来的领先优势；推进智

能工厂平台 iPlat、生态技术平台 ePlat 和大数据平台设计开发；完成工业 PaaS 平台部署，开展

工业 APP 开发和测试工作，加快相关示范项目的落地与推广。 

持续完善新一代信息基础设施建设体系能力，有效推进现有项目建设和交付使用，逐步形成

良好的经济效益；践行宝之云新一代信息基础设施全国布局战略，整合内外部资源优势，推动相

关项目落地；完成宝之云云服务产业规划及相关节点方案设计，基于全国布局加快云计算服务升

级。 

进一步推进智慧城市业务领域聚焦和业务能力提升培养核心竞争力。在轨道交通解决方案层

面，优化提炼“智慧车站管理、智慧线路运营、智慧线网管控”三层业务架构，利用各城市地铁

线网化管理和线路运营效率提升的契机，拓展基于大数据、无人驾驶、人工智能等技术的核心业

务，聚焦提高竞争力，提升盈利能力。宝信软件承建的上海生活垃圾分类运输处置管控系统正式

上线，以信息化助力上海生态之城建设，体现公司积极承担社会责任、履行让城市生活更智慧的

使命。 

积极探索中台战略，打造“大中台、敏项目”的创新软件工程模式。采用先进的分布式微服

务架构，构建提供各类可重用服务的中台，通过快速组合中台成熟业务实现项目端的高效、高质

量交付，在不断地实践推广中促进模式创新的迭代优化。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26.99亿元，其中软件开发及工程服务营业收入为 17.44 亿元，

服务外包营业收入为 8.89 亿元，系统集成营业收入为 0.59 亿元；实现归属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为 4.06 亿元，实现净经营性现金流入 4.94 亿元。 

 

3.2 与上一会计期间相比，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原因及其影响 

√适用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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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自 2019年 1 月 1 日起执行新金融工具准则，具体影响科目及金额见本报告第十节、五、

41 重要会计政策与会计估计的变更。 

 

3.3 报告期内发生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更正金额、原因及其影响。 

□适用  √不适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