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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孚信息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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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孚信息 股票代码 3006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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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孙强 佘崇林 

办公地址 
济南市高新区新泺大街 1166 号奥盛大厦 2

号楼 16 层 

济南市高新区新泺大街 1166 号奥盛大厦 2

号楼 16 层 

电话 0531-66590077 0531-66590077 

电子信箱 ir@zhongfu.net ir@zhongfu.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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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3,614,130.99 107,464,783.88 61.5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6,294,223.86 -5,002,029.28 -25.8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后的净利润（元） 
-6,626,778.21 -13,276,226.40 50.09%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101,905,706.48 -82,974,753.90 -22.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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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5 -0.04 -25.00%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5 -0.04 -25.0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40% -1.23% -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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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53,627,791.41 593,302,013.96 -6.6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437,025,076.99 451,586,027.07 -3.22%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报告期末股东总数 5,2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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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魏东晓 境内自然人 29.60% 39,320,688 39,320,688   

陈志江 境内自然人 19.55% 25,968,722 19,476,541   

济南中孚普益投资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

法人 
4.94% 6,568,008 0   

孙强 境内自然人 2.55% 3,388,830 2,541,622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海富

通股票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2.37% 3,153,518 0   

李胜 境内自然人 1.42% 1,881,700 1,704,000   

万海山 境内自然人 1.33% 1,761,546 0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嘉实

逆向策略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1.28% 1,705,147 0   

中国对外经济贸易信托有限公

司－鸿道 3 期 
其他 1.05% 1,401,000 0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泰达

宏利价值优化型成长类行业混

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0.98% 1,302,273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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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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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止 2019 年 6 月 30 日，公司股东济南中孚普益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除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 3,624,033 股外，还通过民生证券公司客户信用交易

担保证券账户持有 2,943,975 股，实际持有 6,568,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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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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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期内，受益于国家自主可控战略的持续推进，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1.74 亿元，同比增长 61.55%，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净利润-629.42 万元，同比下降 25.83%，扣除非经常损益后，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净利润-662.68 万元，同比增长 50.09%。

公司于 2017 年实施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本期摊销的股份支付费用 489.28 万元。报告期内主要工作如下： 

1、业务拓展方面 

（1）报告期内，公司紧抓自主可控领域的市场先机，统筹安排，不断加强市场开拓力度，主要产品市场占有率保持领

先，同时也为后续市场进一步拓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在基于国产操作系统的安全保密系列产品的带动下，公司安全保密产

品实现营业收入 11,954.92 万元，同比大幅增长 94.69%。 

（2）报告期内，公司继续开拓涉密信息系统集成业务的全国市场，不断提升技术水平、项目实施能力及服务保障能力，

涉密信息系统集成业务迅速增长，实现营业收入 3,068.29 万元，同比大幅增长 168.63%。 

（3）报告期内，公司积极拓展保密教育实训领域，打造集“学习、练习、考核、互动”于一体的保密实训平台。公司

完成了基于大数据、云计算及增强现实技术的实训平台 2.0 整体框架的搭建和相关产品的研发，初步完成从解决方案设计到

现场施工交付、培训的全生命周期的各环节的磨合，实现了人员培训与人员管理的统一、实训内容与最新技术的统一、实训

效果与展呈形式的统一。 

2、研发方面 

公司以构建核心技术为工作重心，持续加大研发投入，不断提升企业核心竞争力。报告期内，技术研发以市场为导向，

着力在数据采集、数据分析与挖掘以及数据防护等方面开展技术创新，努力打造安全保密技术、国产密码技术和大数据技术

深度融合的特色优势。同时，大力做好人才队伍建设工作，积极开展内外部技术交流，引进各类、各层次技术研发人员，着

力打造一支“能打仗、打硬仗”的高素质的技术研发队伍。 

3、报告期内，公司有序推进并购剑通信息的重大资产重组的相关工作。经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并购重组审核委员会于

2019 年 4 月 28 日召开的 2019 年第 18 次并购重组委工作会议审核，公司本次重大资产重组获得有条件通过。公司已于 8 月

9 日收到正式核准批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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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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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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孚信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董事长：魏东晓  

                                    二〇一九年八月二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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