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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重要提示 

1 本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年度报告全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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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会议。 

 

 

4 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本公司出具了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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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拟以分红派息股权登记日的股份总数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股派发现金红利 0.90元

（含税），剩余未分配利润结转下一年度。同时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转增 3股，共计

转增 53,844,300 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后，公司股份总数将由 179,481,000 股变更为

233,325,300股。 

 

二 公司基本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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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桥信息 603918 /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李志明 高冬冬、姚明 

办公地址 
上海市徐汇区田林路487号宝石

园25号楼 
上海市徐汇区田林路487号宝石园25号楼 

电话 021-33674997 021-33674396 

电子信箱 lzm@shgbit.com gaodd@shgbit.com;yaoming@shgbit.com 

 

2 报告期公司主要业务简介 

（一）主要业务及经营模式 

公司主要业务为向客户提供各类多媒体信息系统行业应用解决方案及服务。针对不同行业对



多媒体信息系统的应用需求，开发并运用公司的专有技术为客户提供完整的、适合其业务需要的

一体化服务，提升应用价值。多媒体信息系统的行业解决方案的客户主要包括两大类，一类是企

事业单位，另一类为各级国家机关和政府部门。目前，公司拥有大型会议中心、多媒体会议、智

慧法院、智慧校园、智慧医院、指挥中心、商业应用、其他系统及数据中心九大系统解决方案，

并在各行业广泛运用，在实际应用中对其深度、广度和技术高度进行不断的提升。 

作为多媒体信息系统解决方案及服务供应商，公司主要以招投标方式获取工程项目合同。向

客户提供包括方案设计、研究开发、软硬件整合、安装调试和后续维护在内的一体化解决方案。

同时，亦通过其他供应商间接向终端客户提供解决方案。 

（二）公司所处行业情况、特点及行业定位 

1、公司所处行业基本情况 

公司所处行业为多媒体信息系统行业，按行业分类为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中软

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近年来，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已成为推动国民经济发展和促进社会生产

效率提升的强大动力，信息产业受到越来越多国家和地区的重视，我国政府大力推进信息化建设，

通过完善顶层设计和决策体系，加强统筹协调，作出实施网络强国战略，坚持体制创新与“互联

网+”融合促进。强化互联网思维，推动政府管理创新与互联网、新技术、大数据、人工智能等信

息技术深度融合，推进审批服务扁平化、便捷化、智能化，开启信息化发展新征程。 

近些年来，以简政放权、放管结合、优化服务为核心的行政改革，是推动社会经济持续健康

发展的战略举措。根据国家对于政府部门信息化建设的要求，利用多媒体信息系统来提高政府部

门的办公效率和政务公开，推动节能环保，已经成为各地各级政府部门在现阶段和未来提升政府

执政能力的重要举措。为预防和减少突发事件的发生，控制和减轻突发事件引起的社会危害，利

用信息化来加强应急指挥系统的建设已成为一种趋势。我国各级人民法院根据审判信息化管理发

展的需要，不断加强智慧法院的建设，未来将成为保证司法公正的必不可少的重要科技手段之一。

因此未来各级国家机关和政府部门对多媒体信息系统的需求将呈现持续较快增长的态势。 

多媒体信息系统的需求包括新系统的建设和对现有系统的更新。一方面，国家相关政策的颁

布，为多媒体信息系统的大力建设提供了强有力的政策支持，也为该市场的未来发展提供了较强

的动力支撑。另一方面，多媒体信息系统的相关技术处于快速发展过程中，技术的不断进步既推

动了整体系统的不断升级，又进一步降低了系统建设成本，使得之前由于资金和技术问题无法实

现的多媒体行业应用逐渐成为现实。同时多媒体信息系统还与商务信息化、医疗信息化、教育信

息化、金融信息化及交通信息化等各个方面的建设均息息相关，多媒体信息系统作为社会信息化



的重要组成部分，市场前景广阔。 

2、行业的周期性 

多媒体信息系统解决方案为行业用户日常工作所需，行业不具有明显的周期性特点。我国的

多媒体信息系统行业正在从沿海发达地区向全国各地快速发展，各大中型企业、政府、军队、司

法、交通、能源、金融、电信、文教卫生等成为多媒体信息系统应用的生力军。随着国家支持新

兴产业发展战略政策的深入实施和相关技术的进步，多媒体信息系统行业将呈现出不断拓展、市

场需求持续增长、业务量快速增加的态势。 

3、公司所处的行业地位 

目前我国多媒体信息系统行业竞争集中度较低，行业内的企业众多，但已具有规模效应的企

业较少。公司自成立 20多年以来始终专注于包括多媒体会议系统、应急指挥中心系统、科技法庭

系统等主要产品在内的多媒体信息系统及其行业解决方案，并保持持续、稳健的增长趋势，目前

已成为国内多媒体信息系统行业解决方案专业提供商中的领先企业之一，公司各主要产品无论在

技术水平、工程质量以及售后服务等方面均具有独到的优势，获得了客户的认可以及品牌知名度

和美誉度，占据了重要的市场地位。 

 

3 公司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3.1 近 3年的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2018年 2017年 

本年比上年 

增减(%) 
2016年 

总资产 1,156,198,058.92 964,214,700.07 19.91 805,415,580.65 

营业收入 832,945,692.71 672,729,307.04 23.82 585,743,831.94 

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净利润 
51,228,360.74 34,836,855.38 47.05 28,871,803.57 

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

润 

47,805,969.69 34,054,219.13 40.38 25,214,344.65 

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净资产 
572,937,695.98 514,768,053.22 11.30 481,683,310.63 

经营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量净额 
-9,334,882.72 77,182,299.34 -112.09 36,778,074.65 

基本每股收益（元

／股） 
0.29 0.20 45.00 0.16 

稀释每股收益（元

／股） 
0.29 0.20 45.00 0.16 

加权平均净资产

收益率（%） 
9.39 6.99 增加2.40个百分点 6.11 



3.2 报告期分季度的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第一季度 

（1-3月份） 

第二季度 

（4-6月份） 

第三季度 

（7-9月份） 

第四季度 

（10-12月份） 

营业收入 86,038,001.84 185,170,092.94 194,659,834.60 367,077,763.3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303,318.97 12,380,200.83 14,212,767.01 24,332,073.9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 
82,763.34 9,322,798.61 14,027,314.07 24,373,093.67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43,274,138.58 -40,201,085.14 -10,016,680.32 184,157,021.32 

 

季度数据与已披露定期报告数据差异说明 

□适用  √不适用  

 

4 股本及股东情况 

4.1 普通股股东和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数量及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 股 

截止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18,857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末的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17,762 

截止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0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0 

前 10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全称） 

报告期内

增减 

期末持股数

量 
比例(%) 

持有有限

售条件的

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东 

性质 股份 

状态 
数量 

金国培 0 52,656,000 29.33 0 质押 31,000,000 境内自然人 

杭州文心致禾

管理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510,587 20,810,881 11.59 0 质押 20,810,000 境内非国有法人 

朱树旺 -531,000 4,669,100 2.60 0 无 0 境内自然人 

金史平 75,000 4,379,000 2.44 123,000  无 0 境内自然人 

周喆 95,000 4,235,000 2.36 203,000  无 0 境内自然人 

王琦 29,000 3,315,000 1.85 33,000 质押 3,282,000 境内自然人 

李志明 -900,000 3,079,900 1.72 0 无 0 境内自然人 

沈颖华 -920,000 2,760,000 1.54 0 质押 2,100,000 境内自然人 

周英 -462,300 2,292,900 1.28 0 无 0 境内自然人 

孙学成 -577,600 2,100,223 1.17 0 无 0 境内自然人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

行动的说明 

上述股东中，金国培为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且担任公司董事长；朱树

旺、金史平、周喆、王琦、李志明、沈颖华、周英和孙学成为公司发行人股东，

其中金史平、周喆、李志明、沈颖华为公司现任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金史平为金国培的堂弟。除此之外，公司未知上述其他股东是否存在关联关系

或属于《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规定的一致行动关系。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

及持股数量的说明 
无 

 

4.2 公司与控股股东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的方框图 

√适用 □不适用  

 
 

4.3 公司与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的方框图 

√适用 □不适用  

 

4.4 报告期末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 10 名股东情况 

□适用  √不适用  

 

5 公司债券情况 

□适用  √不适用  

 

三 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1 报告期内主要经营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按年度经营计划，充分利用新技术、大数据、云计算，发挥细分领域的专业



知识积累优势，以客户业务需求为导向，向政府机关、公检法司、文化教育、医疗等行业持续推

出和提升多媒体应用解决方案，深耕行业应用市场。2018 年合同签约额超过 11 亿元，创历史新

高；实现营业收入 83,294.57 万元，同比增长 23.82%；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5,122.84

万元，同比增长 47.05%。 

 

2 导致暂停上市的原因 

□适用 √不适用  

 

3 面临终止上市的情况和原因 

□适用 √不适用  

 

4 公司对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变更原因及影响的分析说明 

√适用 □不适用  

1.本公司根据《财政部关于修订印发 2018年度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通知》(财会〔2018〕

15号)及其解读和企业会计准则的要求编制 2018年度财务报表，此项会计政策变更采用追溯调整

法。2017年度财务报表受重要影响的报表项目和金额如下： 

原列报报表项目及金额 新列报报表项目及金额 

应收票据 3,160,238.55 
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 259,998,741.78 

应收账款 256,838,503.23 

应收利息  

其他应收款 30,490,515.64 应收股利  

其他应收款 30,490,515.64 

固定资产 63,972,433.33 
固定资产 63,972,433.33 

固定资产清理  

应付票据 8,965,380.64 
应付票据及应付账款 231,102,545.79 

应付账款 222,137,165.15 

应付利息 69,817.50 

其他应付款 26,705,502.39 应付股利 66,250.00 

其他应付款 26,569,434.89 

管理费用 58,255,469.90 管理费用 43,416,434.20 



研发费用 14,839,035.70 

2.财政部于 2017年度颁布了《企业会计准则解释第 9号——关于权益法下投资净损失的会计

处理》、《企业会计准则解释第 10号——关于以使用固定资产产生的收入为基础的折旧方法》、《企

业会计准则解释第 11号——关于以使用无形资产产生的收入为基础的摊销方法》及《企业会计准

则解释第 12 号——关于关键管理人员服务的提供方与接受方是否为关联方》。公司自 2018 年 1

月 1日起执行上述企业会计准则解释，执行上述解释对公司期初财务数据无影响。 

 

5 公司对重大会计差错更正原因及影响的分析说明 

□适用 √不适用  

 

6 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对财务报表合并范围发生变化的，公司应当作出具体说明。 

√适用 □不适用  

本公司将上海金桥信息科技有限公司、上海金桥信息香港有限公司和快思聪电子科技(上海)

有限公司纳入本期合并财务报表范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