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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300229                            证券简称：拓尔思                            公告编号：2020-054 

拓尔思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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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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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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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电话 010-64848899 - 

电子信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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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位：元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元） 343,871,138.44 419,624,703.36 -18.0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42,143,089.84 26,977,745.49 56.2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后的净利润（元） 
35,578,540.33 17,681,697.52 101.22%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10,625,416.25 -49,508,940.94 121.46%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814 0.0569 43.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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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814 0.0569 43.06%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2.23% 1.45% 0.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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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51,257,881.63 2,889,279,680.67 -1.3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1,889,111,631.84 2,070,169,640.78 -8.75%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报告期末股东总数 31,8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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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信科互动科技发

展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42.10% 301,893,749 0 质押 35,605,000 

北京北信科大资

产管理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6.15% 44,122,140 0   

朱文 境内自然人 3.00% 21,505,187 0 冻结 2,950 

于美艳 境内自然人 2.26% 16,173,018 0   

朱向军 境内自然人 1.88% 13,471,500 0   

荣实 境内自然人 1.82% 13,050,234 0   

李想 境内自然人 1.51% 10,844,672 0   

吴建昕 境内自然人 1.02% 7,339,449 0 质押 7,339,449 

毕然 境内自然人 0.70% 5,025,045 0   

工银资管（全球）

有限公司－客户

资金（交易所） 

境外法人 0.63% 4,503,4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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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然同为本公司全资子公司天行网安被收购前的股东。除此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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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名持有无限售条件股份的股东中，朱文通过普通账户持股 179,150 股，通过中国

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 21,326,037 股，实际合计持有

21,505,187 股；于美艳通过普通账户持股 9,318 股，通过东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

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 16,163,700 股，实际合计持有 16,173,018 股；朱向军通过普通

账户持股 10,200 股，通过财信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

13,461,300 股，实际合计持有 13,471,500 股；李想通过普通账户持股 128,572 股，通过

西部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 10,716,100 股，实际合计持有

10,844,6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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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经营情况概述 

报告期内，面对新型冠状病毒引发的肺炎疫情及常态化防控措施给整体经济形势和公司业务带来的不利影响，公司及时

积极应对，在做好防控疫情的同时，科学组织复工复产。公司一方面强化在手订单的交付和验收，一方面凭借自主研发的语

义智能和大数据技术产品，进一步深化拓展重点行业和刚需客户，通过在线办公和SaaS服务等新模式有效降低了期间费用，

保证了公司利润在收入同比下降的波动中，仍然实现了平稳较快的增长。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总收入34,387.11万元，较上年同期同比下降18.05%；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4,214.31

万元，较上年同期同比增长56.21%。 

报告期内，在公司“云和数据智能服务优先”的发展战略引领下，公司云和数据服务业务份额继续扩大，实现营业收入

11,932.21万元，较上年同期同比增长17.71%，云和数据服务业务收入占营业总收入比例达到34.70%，比上年同期增长10.54

个百分点，战略升级成效显著。 
 

（二）主要行业市场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所服务的重点行业和领域市场如政府网站集约化、融媒体建设、互联网空间生态治理等虽然受到疫情影

响，相关项目的交付、验收、规划和招投标工作产生不同程度的延迟，由于客户刚需属性相对较强，二季度以来，在公司积

极推动下，业务进展逐渐加速，呈现良好的恢复增长态势。 

在政府网站集约化领域，报告期内，随着国家试点工程的有序收官，公司大力推动了多个大型项目的交付和验收。从去

年下半年到今年上半年，公司陆续为湖北、吉林、贵州、广西、重庆、北京、山东等11家试点单位中的7家提供了政府集约

化智能门户平台产品和统一信息资源库平台产品及相关技术服务，公司还承建了天津、武汉、陕西、中国气象、全国总工会

等一批重要省市以及行业垂直集约化项目，牢牢占据了本领域市场的领导地位。随着二季度以来各级政府集约化需求和政策

预期的进一步清晰和落地，公司于政府网站集约化建设市场上的专业品牌影响及示范辐射效应日益凸显。2020年7月，公司

中标湖北省恩施州政府网站集约化平台建设项目。该项目是公司在湖北省继中标武汉市、襄阳市、荆州市、随州市等集约化

项目之后的又一重要项目。截止目前，湖北省13个地、市、州中已有9个地区选择公司政府网站集约化产品进行项目建设。

继政府网站集约化市场的纵深发展，公司进一步结合各省、市政府网站集约化工作实际，运用数字化思维，推动政府网站信

息资源整合共享，打通信息孤岛，支撑信息资源共享共用纵向发展，为各级政府用户数据治理能力提升和数据融合创新应用

赋能，服务于政务大数据建设和应用，满足打造智慧政府的深层次需求。 

在融媒体建设领域，报告期内各级行业客户保持了较旺盛的需求，随着中央媒体和省级媒体单位市场覆盖度的提升，融

媒体云建设和拓展运营向纵深进展，带动地市和县级用户融媒体建设；同时行业媒体客户的融媒体建设需求也开始进一步释

放。报告期内，公司重点交付了新疆“石榴云”融媒体项目。“石榴云”作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实现宣传工作“全疆一张网、全

疆一朵云”的重要平台和支撑县级融媒体中心运行发展的安全技术平台，建设目标是推动自治区媒体融合向纵深发展，做大

做强新型主流舆论阵地。“石榴云”着力构建“1+85+N”运作体系：“1”即新疆日报社（新疆报业传媒集团）；“85”指的是自治

区85个县级融媒体中心；“N”是指其他媒体或政企机构。“石榴云”一要打造“1+85+N”超级编辑部，为各入驻媒体提供各类工

具和共享资源库，全面提升生产传播能力；二要打造“1+85+N”客户端矩阵，让各客户端既具备特色又能协作共享，扩大影

响力；三要建设“1+85+N”版权保护体系，帮助各县级融媒体中心实现自主知识版权独立管理，形成全疆覆盖的版权保护体

系；四是打造“1+85+N”政务服务入口，对接各类党政部门技术平台，建设“百姓指尖上的服务中心”。在行业融媒体细分市

场，报告期内，公司相继中标中电传媒、中国民族报社等客户的融媒体建设项目，开拓行业融媒体市场。 

2020年6月30日，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加快推进媒体深度融合发展的指导意见》。

会议强调，推动媒体融合向纵深发展，要打造一批具有强大影响力和竞争力的新型主流媒体，加快构建网上网下一体、内宣

外宣联动的主流舆论格局，建立以内容建设为根本、先进技术为支撑、创新管理为保障的全媒体传播体系，牢牢占据舆论引

导、思想引领、文化传承、服务人民的传播制高点。中央这一纲领性文件再次提升了国家在传播力建设和舆论场引领层面的

战略高度，体现了党和国家在国际国内新形势、新常态下的对融媒体建设和互联网空间生态治理的决心和力度，彰显了技术

和创新的重要性，也打开了这两个领域未来持续创新发展的空间，也充分验证了公司对相关市场刚需态势的认识。报告期内，

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发布的《网络信息内容生态治理规定》于2020年3月1日正式实施，对营造良好网络生态，保障公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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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维护国家安全和公共利益提出了标准和要求，有利于进一步细化落实网络空间治理的行动战略。

公司在本领域已形成“高技术平台+全数据资源+精业务知识”的综合能力，可为国家关键部门构建全舆论场、全天候、全方位

的态势感知技术体系，覆盖从网络舆情内容感知分析到基于数据智能进行监管治理。随着网信领域相关政策的落地实施，从

中央到地方各级网信部门的IT建设需求将快速释放。报告期内，公司在多个省市积极跟进客户意向，提供规划咨询支持，预

计2020年下半年将取得良好的销售成果。 
 

（三）技术研发和信创项目情况 

报告期内，面对新冠疫情突发和防控措施带来外部环境中的种种不确定因素，公司坚持苦练内功，大力加强技术研发，

推动新技术新产品开发和原有产品升级。投入研发的主要产品包括：TRS海贝大据管理系统9.0首创可伸缩体系架构，可支

持1-100亿数据规模的高并发检索和万亿数据规模的检索分析型业务，新增深度检索、语义检索和企业级安全等功能特性，

支撑构建流批一体的实时处理平台；TRS智语自然语言处理引擎9.0是基于深度神经网络技术的新一代文本挖掘软件，集成

多种深度神经网络框架，通过对行业大数据的深度学习处理，建立和封装多种自然语言处理模型、图像处理模型和音视频处

理模型，可进一步开发智能问答、智能校对、智能写作、智能搜素、智能分析等产品，可定制行业化的自然语言处理解决方

案，以及基于智语自然语言处理引擎，构建智拓语义智能技术平台；TRS面向行业的智能问答机器人，以AI技术为核心构建

智能学习体系，基于知识图谱的知识构建与问答引擎，支持知识库快速构建；报告期内，公司还研发了面向网信行业的网络

传播效果分析技术与系统，中标和签单多个省级网信技术系统建设项目。 

报告期内，信创产业建设需求呈现快速上升趋势，公司是信息技术应用创新工作委员会的会员单位，一直关注和紧跟该

领域进展趋势，并积极主动完成相关工作。拓尔思产品技术体系拥有完备的自主知识产权和研发能力，公司主要核心软件产

品，包括TRS内容协作平台、TRS海贝大数据管理系统、TRS全文数据库系统、TRS文本挖掘软件、TRS水晶球分析师平台、

TRS网络信息雷达系统、TRS身份认证服务器系统、安拓知识图谱平台产品等，已经实现了完整的信创生态适配兼容，支持

龙芯、飞腾、兆芯、鲲鹏、海光和申威等国产CPU整机，中标麒麟、银河麒麟、统信、中科方德等操作系统，达梦、人大金

仓、神舟通用、南大通用等数据库，东方通、金蝶、中创、宝兰德等中间件，以及火狐浏览器、360安全浏览器等前端桌面

产品，内容管理和数据整合产品支持国家电子公文OFD标准，与主流厂商实现应用层的深度对接。产品能力已全面迁移至信

创平台，与国产芯片、操作系统、数据库、中间件、整机等信创生态主流厂商建立了紧密合作关系，已取得全生态的“兼容

互认证书”。公司将与潜在最终客户及合作伙伴保持紧密联系沟通，及时满足市场需要。公司已积极参与信创产业建设，2019

年公司在信创领域取得收入约千万，确立了多个标杆示范案例，预计2020年随着信创市场的成长，公司信创相关收入也将大

幅提高。 
 

（四）云和数据智能服务情况 

报告期内，在公司“云和数据智能服务优先”的发展战略引领下，公司云和数据智能服务业务依托市场对政府集约化云平

台、融媒体云平台、金融智能风控大数据智能服务、媒体大数据智能服务和网察舆情态势感知等云平台软件和在线服务产品

的刚性需求，大力拓展，期间营收实现了较快的增长，代表性项目包括新疆石榴云/中电传媒/南网传媒等融媒体云、广西/

重庆/陕西等政府网站集约化云以及向中国平安/新华社/国家发改委/吉网云媒等用户持续提供数据智能服务。 

报告期内，公司大数据中心启动并执行完成“大数据中心与网察体验提升计划”进一步扩大了数据中心数据规模，提升了

数据的质量和时效性；大幅增强了TRS网察服务的AI能力，优化提升使用体验，充分体现了数据智能的价值。公司于7月底

开放TRS网察4.0版本的线上公开测试。 
 

（五）荣誉、资质和认证等其他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子公司广拓公司自主研发的安拓知识图谱平台和智慧新搜索平台通过认证测试，广拓公司正式成为“华

为认证解决方案伙伴”，标志着广拓公司和华为在泛安全领域合作迈上了新台阶。今后，双方将充分发挥各自优势，针对泛

安全领域的大数据发展需求，利用大数据、知识图谱和人工智能技术联合研发自主可控可复制的产品和解决方案。 

为积极响应工业和信息化部发出的《充分发挥人工智能赋能效用，协力抗击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倡议书，及

时总结和宣传推广一批知识图谱领域的好经验好做法，全面支持疫情科学防控与企业有序复工复产，中国电子技术标准化研

究院联合20余家单位共同发布《知识图谱助力疫情防控和复工复产案例集》（以下简称“《案例集》”）（第一期）。拓尔思

疫情应急管理防控智能分析师平台入选该《案例集》。 

2020年1月，在2020年中国软件产业年会上，公司荣获“2019年中国最具影响力软件和信息服务企业”，公司总经理施水

才先生作为重要嘉宾出席并被授予“2019年中国软件行业优秀企业家”荣誉称号，公司TRS网察大数据分析平台V2.0.12被授予

“2019年中国软件行业优秀解决方案”。 

报告期内，公司在“2000~2020中国软件和信息服务业发展杰出企业”评选活动中，荣获“2000-2020中国软件和信息服务

业发展杰出企业”；公司TRS小思智能问答机器人系统通过中国软件行业协会专家委员会评审，荣获“2020年度优秀软件产品”

称号；公司在“2020艾瑞企业服务奖”评选活动中，荣获“大数据企业服务奖”；公司子公司天行网安在“‘5G+’智慧安全融创发

展论坛暨2019网络安全‘金帽子’年度盛典”上，荣获“2019年度领先安全企业”；公司子公司金信网银在“机器之心”发布的2019

年度人工智能奖项评选结果中，荣获2019年度“30大最具创新AI产品/解决方案” 

2020年6月，公司通过知识产权管理体系现场审核，并获得《知识产权管理体系认证证书》，标志着公司的知识产权管

理趋向成熟。同时，公司对知识产权管理的标准化有利于企业防范知识产权法律风险、争取知识产权保值增值和知识产权利

益的最大化，提高市场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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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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年4月21日，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会计政策和会计估计变更的议案》。  

    ①会计政策变更 

    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以下简称“财政部）于2019年9月19日发布了《关于修订印发合并财务报表格式（2019版）的通

知》（财会[2019]16号）（以下简称“财会[2019]16号”），对合并财务报表格式进行了修订，要求执行企业会计准则的企业

应当结合《财政部关于修订印发2019年度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通知》（财会[2019]6号）的要求，对合并财务报表项目

进行相应调整，并将适用于企业2019年度合并财务报表及以后期间的合并财务报表。财政部于2017年7月5日发布了《企业会

计准则第14号——收入》（2017修订）（财会[2017]22号）（以下简称“财会[2017]22号”），要求境内上市企业自2020年1月

1日起执行相关规定。由于上述会计准则的修订，公司需对原会计政策进行相应调整变更。 

    变更前公司采用的会计政策：财政部发布的《企业会计准则——基本准则》和各项具体会计准则、企业会计准则应用指

南、企业会计准则解释公告以及其他相关规定。 

    变更后公司采用的会计政策：公司财务报表格式相关内容按照财会[2019]16号的要求编制；公司收入确认准则按照财会

[2017]22号相关规定执行；除上述会计政策变更外，其余未变更部分仍执行财政部前期颁布的《企业会计准则—基本准则》

和各项具体会计准则、企业会计准则应用指南、企业会计准则解释公告及其他相关规定。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日期：财务报表格式变更于2019年度合并财务报表开始执行；收入准则变更于2020年1月1日开始执行。 

    ②会计估计变更 

鉴于多年来公司不断加强前沿技术成果转化和行业应用服务能力，不断完善研发相关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公司目前

自主研发的软件产品主要包括了通用产品和行业产品，相较之前上述产品应用范围更大，产品价值更高，预计使用年限更长，

公司现行的无形资产摊销年限与该无形资产实际可使用年限差异较大。为了适应公司业务实际情况及业务特性，更加公允、

客观地反映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提供更加可靠的会计信息，依照《企业会计准则》相关规定，公司对无形资产摊销

计提进行会计估计变更。 
 

    会计估计变更的内容： 

    变更前： 

使用寿命有限的无形资产的使用寿命估计情况 

项目  预计使用寿命  依据  

自行研发软件  2年   

外购软件  合同约定期限  合同  

 

    变更后： 

使用寿命有限的无形资产的使用寿命估计情况 

项目  预计使用寿命  依据  

自行研发软件  5年   

外购软件  合同约定期限  合同  

会计估计变更日期：自2020年1月1日起执行。 
 

以上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0年4月23日在中国证监会指定的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公开披露

的《关于公司会计政策变更及会计估计变更的公告》（2020-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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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