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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368                               证券简称：太极股份                           公告编号：2018-035 

太极计算机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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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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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极股份 股票代码 0023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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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姓名 柴永茂 

办公地址 北京市朝阳区容达路 7 号院 1 号楼 13 层 

电话 010-57702596 

电子信箱 dongsh@mail.taiji.com.cn 

2、主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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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96,055,246.11 2,385,076,287.91 13.0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20,062,016.79 19,297,072.84 3.9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的净利润（元） 
19,716,502.76 5,672,240.99 247.60%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689,798,150.86 -761,171,705.50 9.38%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483 0.0465 3.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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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483 0.0465 3.87%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0.76% 0.80% -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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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157,976,024.82 8,617,835,169.82 -5.3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2,551,804,559.74 2,619,355,913.86 -2.58%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22,3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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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华北计算技术研究所

（中国电子科技集团

公司第十五研究所） 

国有法人 38.74% 160,841,120 0   

全国社保基金一零三

组合 
其他 3.61% 15,004,847 0   

中电科投资控股有限

公司 
国有法人 2.58% 10,733,590 0   

全国社保基金一一一

组合 
其他 2.19% 9,082,905 0   

姜晓丹 境内自然人 2.17% 8,994,285 4,657,142 冻结 6,060,000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富国中证军

工指数分级证券投资

基金 

其他 1.59% 6,585,609 0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博时精选混

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1.33% 5,507,932 0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富国国家安

全主题混合型证券投

资基金 

其他 1.28% 5,315,498 0   

全国社保基金一零八

组合 
其他 1.20% 4,999,967 0   

中国银行－嘉实成长

收益型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1.13% 4,697,300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

说明 

1、中国电子科技集团公司第十五研究所为公司第一大股东，中国电子科技集团有限公

司为公司实际控制人。 2、中国电子科技集团公司第十五研究所和中电科投资均为中国

电科全资事业单位和全资公司。3、未知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知其他

股东是否属于《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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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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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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软件与信息技术服务业 

2018年上半年，面对复杂多变的产业形势，公司坚持不移地推进“数据驱动”“云领未来”“网安天下”发

展策略，不断优化业务结构，持续加大技术研发投入，加强供给侧改革和核心能力打造，保持公司业务健

康稳定发展。报告期内，公司市场拓展成效显著，签订合同总额435,616万元，较去年同期增长126.6%，实

现营业总收入269,606万元，比上年同期增长13.04%；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2,006万元，比上

年同期增长3.96%。合同总额增幅较大源于网络安全服务、云服务、智慧应用等新兴业务市场的加速开拓。 

报告期内，公司主要发展情况如下： 

1、智慧行业应用稳步增长 

政务信息化领域，“十三五”时期，我国政务信息化迈入“集约整合、全面互联、协同共治、共享开放、

安全可信”的新阶段，聚焦“放管服”改革创新、纵横联动协同治理、“互联网+政务服务”、促进创新创业等

新任务。太极发挥自身技术和能力优势，继续保持政务信息化领军企业地位。在中央，公司承担国家政务

服务平台（一期）工程总集成服务及核心业务系统建设项目，打造国家级“互联网+政务服务”平台，进一

步推动构建统一规范、多级联动的政务服务“全国一张网”；承担了农业农村部政务信息系统整合安全平台

建设、住房城乡建设部信息系统资源整合、交通运输部东海航海保障中心航海保障业务共享系统等政务信

息资源共享工程。在地方，太极继续为北京市、广东省、海南省、天津市、新疆自治区、山西省、四川省

等地区提供政务信息化和“互联网+政务”服务，打造“不见面审批”服务新模式，太极承建的“数字海南”政务

大数据平台（海南省数据大厅）献礼海南建省30周年，并于4月13日接受了习总书记现场检阅并获得高度

肯定。在国家重大活动方面，太极为全国两会、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十八次会议、首届“数

字中国”建设峰会等国家重大活动提供信息化保障服务，公司还参与承办了首届“数字中国”建设峰会“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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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论坛。 

企业信息化领域，公司智慧工业解决方案在国家电网公司、中海油气电集团、福建联合石油化工有限

公司、陕西榆能集团、中船重工财务公司、中国华电集团、江西铜业贵溪冶炼厂、玖龙纸业等大型企业得

到良好应用，太极TECO工业互联网平台融合太极多年工业基因与大数据、物联网、人工智能、机器学习

等主流技术于一体，能够支撑各类设备、经营数据的泛在接入和集成，为客户提供工业大数据的存储、集

成、访问、分析、管理等服务，目前已经在浙江能源集团进行推广应用；金融领域新签约中央国债登记结

算有限责任公司新一代发行人服务系统、中国建设银行电子证照系统、中国光大集团集团网络建设、农信

银资金清算中心云灾备x86云及统一云管平台、长安银行测试开发环境建设项目云管理平台等重大项目。

子公司慧点科技业务发展良好，签约合同额较去年同期增长65%，中标中国移动政企分公司2018-2020年统

一信息平台技术服务、中国联合石油公司无纸化办公平台系统、国开证券合规监测系统建设等重点项目，

新发布法智易合同法务产品，通过大数据、AI等新技术的应用，实现企业合同管理的智能化并提供SaaS的

云端接入模式，积极向服务化转型。 

2、网络安全和自主可控业务实现迅速发展 

基于“大数据+人工智能”新技术，太极为国家网络空间治理和网络内容安全管理提供强大技术保障。

报告期内，公司网络安全业务快速发展，签订合同总额近10亿元，同比实现倍增。太极自主研发的银河警

务大数据平台、星云扁平化指挥平台、星际网络安全态势感知平台、星空互联网舆情综合研判平台、互联

网舆情三级响应协作平台等系列产品立足实战，集发现、研判、预警、打击、管理、控制、指挥于一体，

帮助客户创新思维，提升网络空间治理和社会治安防控能力，提高防范和打击犯罪的有效性，成效显著，

目前已为贵州、辽宁、海南、天津、宁波等多个省市级公安用户和多个省份的互联网信息办公室用户提供

服务，已经建成的案管平台在智慧公安的创新工作中，被公安部评为依法办案的试点工程；在警用装备方

面，采用先进的信息技术，太极新研发鹰眼智能虹膜采集比对设备、牛蛙反无人机干扰器、蓝鲸人体采集

一体机、飞豹移动指挥作战平台等系列装备，在警用装备技术创新与产品升级、警用产品市场开拓方面迎

来了新的进展。 

公司坚定不移地推进自主可控产业发展和安全可靠系统建设项目。报告期内，公司依托中国电科安全

可靠系统工程研究中心，广泛联合内外部合作伙伴，构筑产业生态，基于国产基础软硬件研制可复制推广、

批量部署的解决方案，目前已完成业务信息和电子文件交换、电子公文、法规产品等一批应用系统的的国

产化适配，积累了大量国产化替代的经验和技术。太极积极参加国家安全可靠试点工程，市场占有率领先，

取得显著成效。 

公司不断加强与子公司人大金仓的融合发展，支持人大金仓产品技术提升和市场拓展。7月13日，人

大金仓KingbaseES V8强势上市，数据库内核全面升级，新增8个容错机制，性能提升100%，新增2个安全

资质，新增超过10个开发及管理功能，成为一款真正具有高成熟度的数据库产品，并在国家政务服务平台

一期工程基础支撑体系及试点建设、国家信息中心全国信用信息共享平台、国家电网D500智能电网调度系

统等重大工程中得到应用。 

3、云服务业务快速发展，公司成为国内政务云服务的领先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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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期内，公司云服务业务继续保持快速增长。北京市政务云方面，截止2018年7月，北京市已有100

多个部门的450多个业务系统运行于太极政务云，涉及电子政务、医疗卫生、科研教育、交通运输、公共

服务、人力社保、食品监督、新闻出版等领域，有效推进了市电子政务集约化发展，促进了北京市政务大

数据共享开放和业务协同，同时也为提升政府为民服务水平提供了有力的支撑。8月1日，太极再次中标2018

年市级政务云（云服务商）采购项目，入围未来三年北京市级政务云采购名单，获得政务云服务提供资格，

将继续为全市市属行政事业单位业务系统提供计算、存储、网络、安全、运维保障等服务，对各委办局提

供统一云服务，确保各委办局业务应用稳定可靠运行，满足各部门信息系统业务迁移及未来新增上云需求。 

海南省政务云自2017年初正式运营以来，一直稳步开展云服务业务，积极推进海南省政务业务系统入

云，目前已有30多个部门140多个业务系统运行于太极云，有效推进了海南省电子政务集约化发展。在此

基础上，海南省政务云依托“云+数+应用+安全+运营”的太极云一体化解决方案，在2018年4月“0事件”保障

了博鳌会顺利开展，并通过了习总书记考察海南建省30周年信息化工作成果等重点工作的考验，进一步印

证了太极云一体化解决方案的成熟性、稳定性和可靠性。2018年8月，太极成功中标海南省政务信息资源

共享开放推进工程项目（采集云二期），此项目的开展将进一步推进海南省云上政务数据共享开放，为政

务大数据融合应用与业务协同的持续发展提供重要支持，为提升政府为民服务水平提供有力的支撑。 

山西省政务云方面，7月13日，由太极承建的山西省级政务云平台正式启动运行，目前已有37家省直

单位开展政务信息系统迁移工作，计划到2020年3月底前，实现80％以上的省级政府部门业务系统将迁入

政务云平台。为推进政务云的长效运营，太极股份与山西云时代技术有限公司在晋成立合资公司——山西

云时代太极数据技术有限公司，打造专业化的服务团队和服务能力，承担山西省政务云和政务大数据运营

等相关业务。 

4、技术创新取得重要成果 

技术创新是公司发展的基石，公司不断加大技术研发投入。报告期内，公司新增软件著作权和软件产

品共计52项，新增云服务平台、异构云监管系统、太极一体化大数据平台数据采集系统、太极网络安全态

势感知预警通报平台、鹰眼执行综合应用平台、矩阵电子卷宗系统、智慧管廊综合运营管控服务平台、太

极港口航运综合大数据系统、太极突发公共事件应急指挥系统、行业公共信用信息监测预警分析系统、安

全生产综合信息平台、高危行业（危险化学品）企业风险预警与防控系统、太极医学影像传输存储与归档

系统软件、合同管理系统软件等一批软件著作权和软件产品，支撑公司行业深耕和业务创新，推进公司业

务向云计算和大数据全面转型。 

5、品牌影响力继续提升 

4月22日至24日，公司作为重点企业参加了首届数字中国建设峰会，并与中国电子学会、中国互联网

协会、福州市人民政府联合承办了“中国智慧社会发展与展望专题论坛”，十二届全国政协副主席王钦敏、

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陈肇雄、工业和信息化部原副部长杨学山、中国工程院院士邬贺铨、中国科学院院

士梅宏、国家行政学院教授汪玉凯、中国电子学会副理事长兼秘书长徐晓兰及知名企业代表出席“智慧社

会”论坛，共话智慧社会的发展与展望，公司总裁刘淮松作“开启数字服务新时代，共创智慧社会新格局”

的主题报告。本届数字中国建设峰会是党的十九大后我国信息化领域召开的一场高规格盛会，太极深度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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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本届峰会，很好地提升了公司品牌影响力。 

报告期内，公司荣获2017中国信息技术服务优秀品牌领军企业、2017年度中国信息化建设卓越贡献企

业、2017年中国IT服务卓越领军企业、“智慧法院”十大优秀解决方案提供商等重要奖项，获得行业高度认

可。在《法制日报》主办的2018全国政法智能化建设创新案例评选活动中，公司承建的苏州出入境智慧大

厅获全国政法智能化建设优秀创新案例，承建的深圳中级人民法院鹰眼执行综合应用平台获智慧法院十大

创新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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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况说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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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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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1、本公司于2018年4月27日投资设立了太极智慧城市运营服务（天津）有限公司，注册资本2000万元，

截至2018年06月30日，本公司出资2000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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