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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300496                               证券简称：中科创达                         公告编号：2018-066 

中科创达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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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科创达 股票代码 3004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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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冯娟鹃 王珊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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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公地址 
北京市海淀区龙翔路甲 1 号泰翔商务楼 4

层 

北京市海淀区龙翔路甲 1 号泰翔商务楼 4

层 

电话 010-82036551 010-82036551 

电子信箱 zq@thundersoft.com zq@thundersoft.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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78,132,541.87 467,697,249.37 23.6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61,062,319.56 57,803,777.10 5.6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后的净利润（元） 
55,090,279.14 38,840,424.51 41.84%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76,449,566.35 38,243,632.76 99.90%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546 0.1434 7.81%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512 0.1434 5.44%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4.71% 5.15% -0.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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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88,092,817.02 2,657,630,556.76 -13.9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1,357,884,354.30 1,252,677,854.45 8.40%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报告期末股东总数 49,3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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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赵鸿飞 境内自然人 35.18% 141,974,706 141,974,706 质押 66,321,976 

越超有限公司 境外法人 6.90% 27,855,706 0   

陈晓华 境内自然人 3.63% 14,662,746 11,158,534 质押 8,500,000 

大洋中科 SPC

株式会社 
境外法人 3.14% 12,671,841 0   

Qualcomm 

International,In

c. 
境外法人 1.54% 6,199,190 3,099,595   

吴安华 境内自然人 1.53% 6,169,489 4,627,117   

耿增强 境内自然人 1.45% 5,858,546 4,393,909 质押 4,16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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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社保基金

一一零组合 
其他 1.27% 5,111,847 0   

展讯通信（天

津）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1.03% 4,150,456 2,180,337   

达孜县创达信

科技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0.89% 3,575,218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

说明 
无 

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参与融资融券

业务股东情况说明（如有）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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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 年上半年，公司整体运行情况平稳，各项业务收入保持持续增长。报告期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57,813.25 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 23.61%。报告期公司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6,106.23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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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上年同期增长 5.64%。主要业务开展情况如下： 

（一）智能终端软件业务稳中有升 

报告期公司智能终端软件业务实现营业收入 37,705.47 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 5.07%。源于多年在

Android、Linux、Windows 和 HTML5 等操作系统技术的研发与创新，公司形成了从硬件驱动、操作系统

内核、中间件到上层应用全面的技术体系。积累了丰富的研发经验和众多自有知识产权，具备强有力的技

术开发和服务能力。公司核心技术涵盖了通信协议栈、深度学习、图形图像算法、操作系统优化和安全技

术等多个方面。公司凭借在操作系统核心技术方面的积累以及与行业知名厂商稳固的合作关系，报告期内，

智能终端软件业务销售收入稳中有升。2018 年 3 月，公司成功收购 MMS 公司，进一步巩固了公司在智能

视觉技术方面的领先地位。通过深耕智能视觉技术及并购整合，报告期内，公司智能视觉业务实现营业收

入 4,442.64 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 533.76%。 

（二）智能硬件业务快速增长 

报告期公司实现智能硬件业务收入 8,413.07 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 94.57%，增速较快。公司目前在技

术、产品能力和客户积累方面进展顺利，并在进一步提升技术和产品能力，目前已形成覆盖多种芯片平台

的智能硬件整体解决方案。同时不断拓展新兴客户和重点客户，并在早期研发阶段就帮助客户，力争探索

行业爆款产品，推动行业发展。 

（三）产业链垂直整合优势显著 

由于操作系统的天然属性，公司在产业链中具有独特的垂直整合优势，公司与智能终端产业链中的芯

片厂商、终端与元器件厂商、软件与互联网厂商以及运营商等全球领先企业均拥有紧密的合作关系。报告

期内，公司直接来自于芯片厂商的营业收入 1.3 亿元，占公司营业收入 22%；直接来自于终端和元器件厂

商的营业收入 2.91 亿元，占公司营业收入 50%；直接来自于软件和互联网厂商的营业收入 5580 万元，占

公司营业收入 10%。 

（四）智能汽车业务进入高速增长期 

2017 年 2 月，公司完成对 Rightware 公司的收购。经过并购整合，公司已建立围绕 “Kanzi ”的智能汽

车业务生态：结合公司智能终端操作系统技术+Righware Kanzi 3D 开发技术+公司智能视觉技术，形成完整

的智能驾驶舱生态平台。目前，Rightware 已与超过 55 家全球领先的汽车品牌车厂和一级零部件供应商开

展合作，公司亦与超过 30 家全球领先的汽车品牌车厂和一级零部件供应商在车载信息娱乐系统/智能驾驶

舱领域开展合作。报告期内，公司实现智能汽车业务收入 10,678.62 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 92.81%，业务

进入高速增长期。其中，Rightware 公司的营业收入持续增长，报告期内纳入合并报表的营业收入为 3,767.29

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 35.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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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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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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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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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详见本报告“第十节财务报告 八、合并范围的变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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