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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300061                               证券简称：康旗股份                          公告编号：2019-090 

上海康耐特旗计智能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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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对本报告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无法保证或存在异议。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报告的董事会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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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康旗股份 股票代码 3000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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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费铮翔（代） 李彩霞 

办公地址 上海市浦东新区川大路 555 号 上海市浦东新区川大路 555 号 

电话 021-58598866-1218 021-58598866-1218 

电子信箱 licx@conantoptical.com licx@conantoptica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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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32,747,941.51 951,367,323.66 -44.0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39,798,471.36 99,924,117.75 -60.1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后的净利润（元） 
22,034,298.04 85,037,492.89 -74.09%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65,226,364.68 7,966,993.69 718.71%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6 0.15 -60.00% 



上海康耐特旗计智能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2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6 0.15 -60.0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72% 2.85% -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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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82,235,767.31 3,000,174,554.68 -0.6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2,269,873,252.97 2,336,969,648.09 -2.87%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报告期末股东总数 12,3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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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费铮翔 境外自然人 26.43% 178,897,306 134,172,979 质押 107,810,000 

樟树市和顺投资

管理中心（有限

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人 18.64% 126,145,194 88,301,636 质押 94,034,400 

博时资本－宁波

银行－博时资本

康耐特 2 号专项

资产管理计划 

其他 7.85% 53,169,734 53,169,734   

博时资本－宁波

银行－博时资本

康耐特 1 号专项

资产管理计划 

其他 6.97% 47,188,138 47,188,138   

樟树市铮翔投资

管理中心（有限

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人 6.87% 46,523,517 46,523,517 质押 46,500,000 

刘涛 境内自然人 3.37% 22,808,946 15,032,872   

西藏翔实创业投

资管理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人 1.50% 10,169,250 0   

珠海安赐共创投

资基金管理企业

（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人 1.47% 9,969,324 9,969,324 质押 9,934,280 

海通证券股份有

限公司 
国有法人 1.40% 9,504,770 0   

盛国平 境内自然人 1.18% 7,969,688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

说明 

股东费铮翔先生和股东樟树市铮翔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为一致行动人关系，股东

费铮翔先生和股东西藏翔实创业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存在关联关系；股东刘

涛先生和股东樟树市和顺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为一致行动人关系；股东博时资本

-宁波银行-博时资本康耐特 2 号专项资产管理计划和股东博时资本-宁波银行-博时资本

康耐特 1 号专项资产管理计划为一致行动人关系。除上述情况，未知其他上述股东间是

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知是否属于《上市公司持股变动信息披露管理办法》中规定的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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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股东西藏翔实创业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除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 169,250

股外，还通过华创证券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 10,000,000 股，实际合计持

有 10,169,250 股。公司股东盛国平除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 70,000 股外，还通过国泰

君安证券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 7899688 股，实际合计持有 7,969,688 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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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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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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围绕金融科技的战略定位，继续深化落实各项业务。受眼镜镜片相关业务于2018年末出售，信用卡客户

交叉营销等原有业务竞争加剧，新业务尚处于战略投入期，且公司加强人才引进和迭代、费用增加等因素综合影响，报告期，

公司实现营业收入53,274.79万元，同比下降44.00%；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3,979.85万元，同比下降60.17%。报

告期，加强市场拓展，强化运营管理，调整优化组织运营模式和业务模式，进行管理变革，为未来业务发展和战略实现奠定

了基础。 

1、深耕细作，拓展原有业务 

信用卡客户交叉营销业务：因外部合作市场环境发生变化，同行业企业数量增加明显，行业竞争激烈，面对竞争公司

加强市场拓展，持续创新优化客户价值营销整体解决方案，在合规的基础上加强产品与服务创新，现有合作银行业务稳定运

营，并新增拓展浦发银行等合作银行。同时公司强化运营管理，升级客服系统，调整整合权益分期业务，降本增效，提升运

营效率和业务效能。因上年部分合作银行未如期续约，新签合作银行业务尚需逐步体现，报告期实现业务收入3.28亿元，同

比下降14.48%；但营运效率提高，毛利率同比上升3.84个百分点。 

航旅信息业务：报告期，继续挖掘航旅、互联网、金融、零售等领域的企业客户的需求，通过不断夯实的航空、高铁、

运营商、消费等大数据资源和不断积累的大数据行业应用能力和实践经验，以及自主搭建的专业私有云平台服务载体，拓展

和创造新的业务模式和盈利点，为更多行业提供大数据赋能服务。报告期，开辟了航空公司综合数据创新服务业务，完成了

专业私有云平台一期建设，同时也打开了提供联合建模服务的新局面。报告期，公司积极调整销售模式，加大与终端客户的

直接合作，直客销售金额大幅提升，实现营业收入3,418.50万元，同比略有下降；但随着公司数据应用服务能力的不断增强、

销售模式的积极调整以及联合建模等咨询服务新业务的拓展，盈利能力同比增强，净利润同比增长60.28%，毛利率同比增

加26.76个百分点。 

互联网流量增值分发业务：在对外合作方面，公司进一步筛选业务的商业合作伙伴，加强对上下游合作方资质、可持

续经营能力等合规性要求；对内管理方面，优化各部门流程、系统和设计，加强风险控制能力、提高数据安全保障、实现流

程的精细化、合规化。报告期内，公司为优化公司数据服务的质量，在数据采集和数据分析上加强投入，实现业务收入1.25

亿元，同比增加52.78%，但毛利率同比下降明显。 

2、调整优化，探索新业务发展 

金融科技服务业务：调整优化组织运营模式，进行业务板块细分，实行扁平化敏捷型管理，为推动业务高效发展提供

组织保障。面对业务风险上升的情形，公司及时调整业务风险策略及业务模式，收紧风控策略，调整风险预警指标并监控；

调整催收策略，加大催收力度；将激活嘉业务升级为信用卡联营业务，深入合作、共同运营和控制风险。 

保险服务业务：积极拓展保险公司、银行、车场景、健康平台、支付渠道等合作资源，完善业务布局。持续迭代红心

柚车险平台、微信公众号及相关程序，完善车险在线投保、报价和支付等功能；开发红心柚健康险平台，实现健康险在线投

保、支付等功能；为业务发展提供平台保障。通过红心柚平台、微信公众号、银行等合作方平台等加强推广，促进平台流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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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化；建立红心柚车险超级项目，从机制上孵化并推动车险业务发展；加强与合作方的对接，推进战略合作落地，以实现健

康险业务转化；整合改造寿险团队，提高寿险业务合规运营能力，在合规基础上推进业务发展。 

3、合作创新，提升数据应用及科技实力 

报告期，公司继续通过授权合作、业务合作等方式与多个民生消费行业大型企业合作，进行数据资源的联合开发应用，

完善大数据资源布局。围绕业务需求，加强软硬件投入，开发并迭代一系列系统、平台，从技术上保障了业务的顺利进展，

进一步提升平台服务能力和系统对接能力。聚合各业务板块系统和平台资源，继续构建决策模型研发中心“钛旗云”，提升智

能营销、智能风控、智能获客能力，为业务领域提供强大的智慧支持。 

4、人才管理，提高团队整体能力 

报告期，根据公司战略和业务发展需要，积极引进了银行信用卡、反欺诈风控、互联网运营和保险运营等领域及行业

资深人才，团队实力进一步壮大。组织新干部180天旗士训练营、数据安全、保密、合规风控等培训，提高员工工作能力和

效率。开展多样化的文化建设，通过小旗分享会、共创会、辩论会等方式，提高团队学习能力、协作能力和对公司认同感。 

报告期，公司回购股份方案实施完毕。为进一步建立健全公司长效激励机制，吸引和留住人才，调动管理及核心人员

的积极性，公司将回购的股份全部用于员工股权激励。 

5、管理变革，保障和推动战略落地 

报告期，公司采取了一系列管理方法和措施，进一步提升职业化、规范化和专业化水平。加强目标管理与考核，以目

标为导向，量化考核指标，扩大季度考核体系覆盖范围，建立及完善中高层季度目标和考核体系；加强过程管控，开展业务

周检视会，对关键指标达成和重点项目推进情况进行过程监控；持续完善内控管理体系，梳理流程、优化报告及决策审批体

系，细化预算管理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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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会计政策变更原因和对公司的影响 

财政部于2017年陆续发布了修订后的《企业会计准则第22号——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企业会计准则第23号——金

融资产转移》、《企业会计准则第24号——套期会计》、《企业会计准则第37号——金融工具列报》（以下统称“新金融工

具准则”），并要求相关境内上市的企业自2019年1月1日起施行新金融工具相关会计准则。公司自2019年1月1日起执行上述

变更后的政策，公司无需重述前期可比数，本次会计政策变更不影响公司2018年度相关财务指标。 

财政部于2019年4月发布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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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上述会计准则的修订要求，公司需对会计政策相关内容进行相应变更，按照上述通知规定的一

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编制公司的财务报表。本项会计政策变更仅对财务报表项目列示进行调整，并调整可比会计期间的比较

数据，不影响公司净资产、净利润等相关财务指标。 

2)履行审批程序 

上述会计政策变更事项已经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二次会议和第四届监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八

次会议和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次会议审议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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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期，公司向上海旗沃信息技术有限公司增资，增资后合计持有其51.01%股权，从2019年2月起纳入合并报表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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