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珠海世纪鼎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1 

 

证券代码：300050                    证券简称：世纪鼎利                 公告编号：2018-064 

珠海世纪鼎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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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报告的董事会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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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世纪鼎利 股票代码 3000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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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许泽权 徐巧红 

办公地址 珠海市港湾大道科技五路 8 号一层 珠海市港湾大道科技五路 8 号一层 

电话 0756-3626066 0756-3626066 

电子信箱 IR@dinglicom.com IR@dinglicom.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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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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元） 460,230,496.69 334,359,980.16 37.6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29,611,468.87 72,751,741.05 -59.3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后的净利润（元） 
32,160,127.26 34,023,018.42 -5.48%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242,681,262.72 -36,745,355.32 -560.44%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5 0.15 -66.67%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5 0.15 -66.67%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06% 3.34% -2.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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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04,641,924.45 3,527,932,717.96 2.1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2,816,037,904.85 2,792,244,889.07 0.85%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报告期末股东总数 28,4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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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叶滨 境内自然人 21.00% 117,800,000 88,350,000 质押 51,970,000 

王耘 境内自然人 8.95% 50,174,700 37,631,025 质押 19,749,900 

陈浩 境内自然人 5.21% 29,225,758 6,000,000 质押 10,999,800 

王莉萍 境内自然人 4.20% 23,576,183 23,576,183   

陈勇 境内自然人 2.76% 15,500,000 0   

曹继东 境内自然人 1.96% 11,020,570 0   

珠海世纪鼎利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第一期

员工持股计划 

其他 1.41% 7,906,151 7,906,151   

王峻峰 境内自然人 1.36% 7,605,220 7,605,220   

上海翼正商务咨询有

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1.08% 6,071,300 0 质押 5,825,300 

张钦礼 境内自然人 0.90% 5,029,148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前 10 名股东中，股东王莉萍和股东王峻峰为姐弟关系，王莉萍与王峻峰互为一致

行动人。除此之外，公司未知上述其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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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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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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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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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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6、公司债券情况 

公司不存在公开发行并在证券交易所上市，且不存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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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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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复杂多变的宏观经济形势以及行业发展环境带来的挑战，公司管理层及全体员工

按照全年工作目标开展各项工作，夯实基础管理，保持了公司整体稳健运行。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

入 46,023.05万元，同比增长37.65%，实现营业利润3,709.72万元，同比下降36.94%，实现归属于母公司

所有者净利润2,961.15万元，同比下降59.30%。  

公司在“通信及物联网、职业教育”两大主营业务的经营情况如下： 

1、通信及物联网业务方面： 

报告期内，公司密切关注通信及物联网行业政策发展趋势，紧抓通信运营商加快物联网建设部署、传

统智能化升级和规模化消费市场兴起推动物联网的发展的机遇，推进技术创新、市场拓展及管理提升各方

面工作。 

公司通信服务方面，随着行业集中化趋势明显，市场竞争进一步加剧。目前，国内三大运营商 4G 网

络建设基本完成，网络进入优化、维护阶段。公司继续强化在无线网络优化领域的竞争优势和品牌优势，

紧跟行业发展需求，为通信运营商、系统设备商提供移动通信网络优化测试分析系统和服务。在管理上，

进一步降低费用和管理成本，加强了应收款管理。通信仪表方面，整个行业对于专用的测试仪表需求进入

平稳期，网络优化所需各种 IT 化的系统工具需求有增加。公司自主研发的 walktour、Pioneer 等仪器仪

表产品继续紧跟技术的发展趋势，基于网络运营商、设备制造商、服务提供商的实际需求进行升级。此外，

公司 “Pioneer 无线网络测试分析系统”、“Fleet 远程自动测试及分析系统”、“Walktour 便携式无线

网络测试系统” 、“贝讯 4G-GSM 互操作策略动态调整软件”、“贝讯通信 LTE 中心负荷均衡动态调整系

统”等产品被广东省高新技术企业协会认定为广东省高新技术产品。大数据业务方面，相关的大数据应用

已覆盖电信、公安行业，而且公安的相关应用扩展到多个线条/警种，形成新的业务增长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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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的物联网业务。报告期内，上海一芯整体业务发展良好，RFID 产品整体出货量上升，海外市场份

额增加。物联网解决方案继续向好，应用于公共安全、资产管理、交通物流、环保消防等各行业的物联网

解决方案持续增长。公司持续增加研发投入，不断增强研发实力，推进技术创新，“身份认证指纹采集仪”、

“人员定位产品”通过公安部认证，“基于生物特征的身份认证软件”通过软件产品登记测试，“警务通智

能终端”通过工信部认证，同时，一芯智能被认定为上海市浦东新区“战略性新兴产业重点培育企业”。 

2、职业教育业务方面： 

报告期内，由于侧重鼎利学院的运营和拓展，教育装备产品的收入和净利润有所下降；公司在教育运

营服务中，深耕职业教育领域，坚持以“产教深度融合，校企全面合作”为指导方针，以“鼎利学院”为

抓手，专注于以产教融合、校企合作方式服务于高等学历教育市场，提供具有学历属性的教育服务。 

（1）“鼎利学院”运营情况。报告期内，公司累计开拓合作建设了 25家“鼎利学院”，累计在校生约

有 11,000 人。在专业建设方面，以行业需求为导向打造了六大优势专业群，通过课程体系的研发，建设

符合国际工程教育认证标准和新工科办学理念的有自身特点和知识产权系列的课程体系；教学成果建设方

面成绩突出，各鼎利学院团队在各级国赛和省赛中屡获殊荣；在国际教学交流方面, 英国哈德斯菲尔德大

学自成为鼎利教育的战略合作伙伴以来,为鼎利学院在国际化发展方面提供了很多合作机会。2018 年暑期

哈德斯菲尔德大学与鼎利教育集团在英国共同举办的中英工程实践营活动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得到了双方

高层、教师、学生家长、学生多方面的重视和好评，这将会为全国各地鼎利学院提供更多的国际交流和合

作的机会，更多的鼎利学院教师和学生将会走出去,学习国外先进的工程教育理念和实践，形成资源共享

和互补，推动鼎利学院甚至中国其他高职和本科院校在工科领域的国际化高端人才的培养。 

（2）上海美都运营情况。报告期内，上海美都完成了课程体系在英国考试局 EduQual 的备案、实现

了与英国创意大学的课程学分互认，并在上海设立 UCA 英国创意艺术大学上海中心，获得英国特许公认会

计师公会（ACCA）黄金级培训机构荣誉。积极加大全日制课程服务项目市场拓展的力度，报告期内，累计

签约了 5 所全日制课程服务项目的合作院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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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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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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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 年 3 月，本公司出售转让孙公司南通智翔信息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100%股权，并于 2018 年 3 月 13 月

完成工商变更，故自 2018 年 4 月起不再将其纳入合并财务报表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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珠海世纪鼎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王耘 

                                                                 二〇一八年八月二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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