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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300229                            证券简称：拓尔思                            公告编号：2019-051 

拓尔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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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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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9,624,703.36 343,423,704.88 22.1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26,977,745.49 18,147,352.18 48.6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后的净利润（元） 
17,681,697.52 12,278,866.89 4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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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49,508,940.94 48,485,569.02 -202.11%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569 0.0387 47.03%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569 0.0387 47.03%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45% 1.00% 0.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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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44,605,685.99 2,655,064,832.30 -0.3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1,904,678,328.34 1,853,403,680.10 2.77%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报告期末股东总数 35,7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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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10% 201,262,500 0 质押 93,200,000 

北京市北信计算

机系统工程公司 
国有法人 6.15% 29,414,760 0   

荣实 境内自然人 3.07% 14,666,389 0   

滕少华 境内非国有法人 1.55% 7,422,100 0   

李志鹏 境内自然人 1.25% 5,988,043 0   

吴建昕 境内自然人 1.02% 4,892,966 4,892,966   

泰康人寿保险有

限责任公司－分

红－个人分红

-019L-FH002 深 

境外自然人 0.85% 4,066,400 0   

毕然 境内自然人 0.70% 3,350,030 0   

丁亚轩 境内自然人 0.58% 2,750,000 0   

令狐永兴 境内自然人 0.56% 2,689,526 2,689,5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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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属于一致行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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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名无限售条件股东中的丁亚轩通过普通账户持股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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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50,000 股，实际合计持有 2,75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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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坚持坚持“AI+行业”，“云和数据服务优先”，“垂直行业做深做透”发展战略，依照年度经营计划，

加强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核心技术研发和垂直行业应用落地，在融媒体、政府、泛安全、网络舆情等重点行业或领域迅速响应

市场机会，深化业务布局和积极跟进销售，按预期完成了主要经营目标。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41,962.47万元，相比

上年同期增长22.19%，取得归属上市公司股东净利润2,697.77万元，相比上年同期增长48.66%，实现了较大幅度的增长。其

中融媒体业务收入实现同比增长76.61%、云和数据服务收入同比增长52.99%，成为公司报告期业绩增长的强劲动力。 

在“云和数据服务优先”的战略引导下，公司致力于从软件产品和项目交付转型为云服务和运营模式，报告期内，云和

数据服务实现营业收入10,137.23万元，相比去年同期增长52.99%，业务占比达到24.16%，相比去年同期的19.29%提升近5

个百分点，战略升级初见显著成效。 

报告期内，公司融媒体板块业务凸显市场龙头效应，陆续获得浙江日报集团天目云二期、长江日报集团长江融媒云一期、

安徽新媒体集团“安徽云”平台一期、新华社互联网数据引入项目、人民邮电报社融媒体平台、嘉报集团媒体融合管理平台、

证券时报融媒体新闻内容生产平台项目、人民日报数据中心建设云平台等一批重量级项目。报告期内，融媒体业务营业收入

5,379万元，比上年同期增加76.61%，毛利率提升11.98%，一举带动了公司半年业绩实现快速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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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财政部发布的《关于印发修订<企业会计准则第 22 号—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的通知》、《关于印发修订<企业会

计准则第 23 号 —金融资产转移>的通知》、《关于印发修订<企业会计准则第 24 号—套期会计>的通知》、《关于印发修

订<企业会计准则第 37 号—金融工具列报>的通知》的规定，要求单独在境内上市企业自2019年1月1日起施行。本公司于2019

年3月30日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公司于2019年1月1日起执行上述新金

融工具准则，本次会计政策变更不涉及以前年度的追溯调整，不影响公司2018年度相关财务指标。按照上述新金融工具准则，

公司将银行理财产品分类为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财务报表中以交易性金融资产列报；将非交

易性的股权投资指定为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其他综合收益的金融资产，财务报表中以其他权益工具投资列报；将基

金和有限合伙企业投资分类为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财务报表中以其他非流动金融资产列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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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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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