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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261                           证券简称：拓维信息                           公告编号：2019-064 

拓维信息系统股份有限公司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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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拓维信息 股票代码 0022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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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龙麒 鲍小丹 

办公地址 长沙市岳麓区桐梓坡西路 298 号 长沙市岳麓区桐梓坡西路 298 号 

电话 0731-88668270 0731-88668270 

电子信箱 longqi@talkweb.com.cn baoxiaodan@talkweb.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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45,748,205.04 487,669,998.95 11.9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29,213,276.86 14,257,578.41 104.9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的净利润（元） 
18,704,277.87 9,509,492.00 96.69% 



拓维信息系统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2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58,132,699.05 -154,617,533.26 62.40%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27 0.013 107.69%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27 0.010 170.0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17% 0.37% 0.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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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06,606,623.21 3,163,758,570.24 -1.8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2,515,587,338.99 2,487,661,032.32 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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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4,6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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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新宇 境内自然人 16.85% 185,452,997 156,775,000 质押 145,000,000 

宋鹰 境内自然人 12.23% 134,592,863 0 质押 26,000,000 

深圳市海云天

投资控股限公

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5.21% 57,336,884 12,036,698 冻结 57,336,884 

张忠革  境内自然人 1.78% 19,564,742 19,564,742   

拓维信息系统

股份有 限司－

第一期员工持

股计划 

其他 1.75% 19,273,158 0   

李松峰 境内自然人 1.33% 14,650,586 0   

陈邦 境内自然人 1.30% 14,362,052 0   

常征 境内自然人 1.21% 13,285,591 13,285,591 质押 13,269,990 

刘彦  境内自然人 1.07% 11,767,054 8,825,290 冻结 11,767,054 

王伟峰 境内自然人 0.81% 8,889,831 8,889,831 质押 5,729,997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

的说明 

1、李新宇、刘彦为公司现任董事，张忠革、王伟峰、常征曾任职公司董事；常征 2019 年 

1 月 12 日从公司离职，离职后不再担任公司任何职务；张忠革、王伟峰于 2019 年 5 月 

20 日董事会换届后不再担任公司董事及其他任何职务；
2、王伟峰系公司 2014 年发行

股份收购火溶信息 90%股权的交易对方；深圳市海云天投资控股有限公司、常征、刘彦系

公司 2015 年发行股份购买海云天 100%股权、长征叫 100%股权的交易对方，拓维信息系

统股份有限公司－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系本次交易的募集配套资金对象；
3、刘彦为海云

天控股一致行动人之一；
4、公司未知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

明（如有） 

1、公司股东李松峰通过华鑫证券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票 13,566,706 股，报

告期内通过信用交易担保所持股份增加 86,979 股；
2、公司股东李美君通过华泰证券信

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票 5,957,105 股，报告期内通过信用交易担保所持股份未

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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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期内，公司管理层紧密围绕年初制定的经营计划，积极响应国家解决教育资源有限及资源公平的号召，贯彻落实

集团战略部署，稳打稳扎，保持了营业收入和净利润双增长，各项业务健康发展。2019年上半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5.46亿

元，比上年同期增长11.91%；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0.29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104.90%，主要系华为公有云相

关业务和手机游戏业务利润同比增长所致。 

报告期内，公司重点工作回顾： 

    1、智能化考试服务。报告期内，公司全资子公司深圳市海云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云天”）连续第18年圆

满完成了全国18个省、市、自治区的高考网上阅卷工作连续第15年圆满完成了22个省140多个地市（区）的中考网上评卷技

术服务，并在报告期内再度连续中标、签订多项全国性计算机考试服务项目，包括“2019-2021年国家统一法律职业资格考试

计算机化考试服务项目”、“2019-2021 年度全国会计资格考试系统及相关信息化建设项目，以及多项地方评卷技术服务项目，

包括“河南省招生办公室网上评卷技术服务项目”、“毕节市教育局采购网上评卷技术服务项目”、“湖北省学业水平考试评卷

及考试结果评价技术服务项目”等。再度中标，充分体现出海云天科技组织实施全国性、高难度、大规模计算机考试服务的

综合能力，同时更加巩固了海云天在国内计算机化考试等资格考试应用领域的领先地位，为海云天在其他领域的智能考试应

用和推广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2、智慧教育。报告期内，公司与华为云在智慧教育领域的合作取得进一步突破性进展，正式成为华为云鲲鹏凌云伙伴，

共建鲲鹏产业生态，并携手华为共同打造智慧校园ROBO一体机解决方案，在公司原有的智慧校园教学管理解决方案的基础

上增添个性化场景化的智能设计，真正实现教学手段的创新、教学模式的变革，打造智慧教育的平台级生态圈，使得公司智

慧教育得以深入到全国各地，用新技术解决教育资源分配不均，实现教育公平。目前，该项目均实现国产化，公司联合华为

基于华为国产芯片（鲲鹏芯片），已联合打造出新一代智慧校园“硬件+软件”的边缘计算国产化服务器，目前已进入智慧校

园产品与校园超算机的整体联调测试。后续，公司将基于鲲鹏FusionROBO校园超算机，利用边缘计算能力，构建校园IOT

智能边缘平台，最终实现对校园业务的智能化实时处理。 

    3、华为公有云相关业务。报告期内，公司紧跟国家政策及行业发展趋势，以华为公有云同舟共济合作为契机，重点突

破大数据、工业物联网、系统集成业务及公有云业务。在公有云业务方面，上半年公司重点拓展了互联网行业客户，2019

年4月，公司联合华为与爱尔眼科医院签署三方战略合作协议，与华为共同助力爱尔眼科实现在医疗行业云、医疗大数据、

医疗物联网等方面的信息化建设。同时，报告期内，公有云孵化中心市场实现突破，在现有湖南市场基础上，新开辟了河南、

山东、重庆三大市场，营业收入实现同比增长100%。在物联网方面，上半年成功中标中联重科农机大脑项目。此外，公司

通过加大业务拓展力度、优化业务结构等系列举措，上半年云服务体系营业收入达1.50亿元，较去年同期增长93.97%。 

       4、手机游戏领域。报告期内，公司全面贯彻全球化产品研运一体化战略，积极拓展港澳台、新马、越南、泰国等东

南亚国家和地区市场，其中啪啪三国2港澳台地区月均流水超1000万，新马、泰国月流水均超100万。此外，公司通过回收各

产品代理权，结合市场情况实时调整发行与运营策略，延长游戏的生命周期，实现长线运营策略，确保了该板块收入稳定增

长，上半年该板块实现营业收入1.12亿元，同比增长74.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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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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报告期无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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