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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0948                           证券简称：南天信息                           公告编号：2018-052 

云南南天电子信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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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天信息 股票代码 0009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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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赵起高 沈硕 

办公地址 昆明市环城东路 455 号 昆明市环城东路 455 号 

电话 （0871）63366327、68279182 （0871）68279182 

电子信箱 000948@nantian.com.cn shensh@nantian.com.cn 

2、主要财务数据和财务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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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94,545,547.65 793,780,742.98 25.2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41,963,799.23 -57,568,657.7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的净利润（元） 
-57,773,228.70 -67,985,697.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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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680,071,037.94 -673,560,919.38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702 -0.2334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702 -0.2334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2.92% -4.06% 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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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71,995,241.24 2,775,101,769.97 -3.7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1,409,634,333.51 1,456,485,453.90 -3.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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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6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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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天电子信息

产业集团公司 
国有法人 26.88% 66,281,031 0   

云南省工业投

资控股集团有

限责任公司 

国有法人 9.27% 22,870,213 0   

云南南天电子

信息产业股份

有限公司－第

一期员工持股

计划 

其他 2.57% 6,340,780 0   

吴彩银 境内自然人 0.73% 1,788,800 0   

黄彪 境内自然人 0.72% 1,774,893 0   

肖声扬 境内自然人 0.64% 1,582,685 0   

中国证券金融

股份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0.52% 1,288,000 0   

华商基金－建

设银行－中国

人寿－中国人

寿保险委托华

商基金中证全

指组合 

其他 0.46% 1,127,450 0   

#滕健 境内自然人 0.45% 1,120,000 0   

钱国华 境内自然人 0.41% 1,000,000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

的说明 

上述股东中，公司已知南天集团是工投集团的全资子公司，故工投集团、南天集团属于一

致行动人；未知其他股东是否属于《上市公司股东持股变动信息披露管理办法》中规定的

一致行动人；也未知以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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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期内，公司自然人股东滕健通过投资者信用账户持有公司股票 1,120,000 股。  

注：1、南天集团持股数 66,281,031 股中含有南天信息管理层委托南天集团通过其资产管理计划增持的股份 9,047 股。 

2、公司控股股东南天集团委托公司第二大股东工投集团管理其所直接持有的南天信息66,271,984股（占公司总股本

26.87%）股票除财产权之外的其他权利，并由工投集团履行委托管理职责。本次股权委托管理不会导致公司控制权的变更。

就本次委托管理事项，南天集团和工投集团已签订委托管理协议，依法履行相关法律程序。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17年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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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19日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刊

载的《关于公司控股股东所持国有股权委托管理公告》（2017-0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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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软件与信息技术服务业 

2018年，是贯彻落实十九大精神的开局之年，是实施“十三五”规划承上启下的关键一年。公司所处行业为软件和信息

技术服务业，面临复杂严峻的宏观经济形势，行业竞争局面日趋激烈，致使产品价格下跌，给公司的经营发展带来巨大的压

力。2018年上半年，公司紧紧围绕发展战略，聚势、赋能、跨越，聚焦创新驱动和高质量发展，全力抓好各项经营管理工作。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9.95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25.29%；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4,196万元，比上年同

期增长27.11%。报告期内，公司各项重点工作开展情况如下： 

（一）精耕老客户、拓宽新市场，存量业务持续增长 

1、软件业务方面 

报告期内，公司软件业务以银行IT解决方案为核心，推进自主经营体建设，优化组织结构，加强经营管理，业务模式从

项目型向项目+产品型转换，继续加强重点软件产品研发，强力打造优势产品。在邮储、光大、建行、中行等战略客户积极

拓展新业务领域；成功拓展中国人寿、PICC和建信财险等保险客户，并稳步开展资金交易新业务。报告期内，公司软件业务

实现收入1.74亿元。 

2、集成服务业务方面 

报告期内，公司集成业务以服务智能化为转型方向，打造集成业务核心能力，提升云数据中心IAAS/PAAS层面的规划、

实施、运营能力，加强数据中心智能化建设和管理。成功拓展龙江银行、重庆银行及中航网信等金融及非金融客户，稳步推

进农行通信“一体化项目”，持续推进SDN网络工具研发等。报告期内，公司集成服务业务实现收入5.77亿元，同比增长19.95%。 

3、产品服务业务方面 

报告期内，公司产品业务加强集团内部服务资源整合，建立以客户为中心的运营体系，打造集团整体能力，产品、销售、

服务并重。入围光大银行及广发银行智能设备、华夏银行移动发卡、招商银行智能回单机等总行级项目，完成光大及中行智

能柜台、农行MX20等产品销售。报告期内，公司产品服务业务实现收入1.78亿元，同比增长61.22%。 

4、智慧城市业务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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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期内，公司智慧城市业务继续坚持“数字化服务”为导向，整合优质资源。智慧教育进入省教育厅“改薄”项目，

在昆明市51所学校展开云阅卷及数据分析业务。报告期内，公司智慧城市业务实现收入5,186万元，同比增长286.40%。 

5、创新业务方面 

报告期内，公司创新业务持续推进大数据业务、移动金融业务和应用上云，持续加强在生物识别领域、机器人领域的合

作关系建立和项目推进；重点形成了“从渠道融合到渠道智能”的关键解决方案制定，对公司未来渠道业务的发展有重要意

义。 

（二）加速推动产业结构调整，积极布局增量业务 

1、合理配置资源聚焦主业发展，处置参股公司医药工业股权 

报告期内，为回笼资金聚焦主业发展，合理配置资源，优化和调整公司资产结构，公司决定以经省国资委备案同意的评

估值33,685.46万元，作为挂牌底价在云交所公开挂牌出售参股公司医药工业41.36%的股权。2018年7月20日，公司已收到全

部的本次股权转让的交易款336,854,600.00元，为公司业务发展提供资金保障。 

2、投资并购迈出第一步，控股红岭云科技，合资新设南天新智慧 

公司通过认购新三板公司红岭云非公开发行股票及受让红岭云股东部分股份，并通过协议方式委托行使表决权获得其控

制权，获得红岭云 51.69%的投票权，从而获得红岭云三年的实际控制权，将公司业务拓展到“互联网+党建”领域。 

公司使用自有资金 650万元（认缴出资 1,300万元）与聚盛兴泰合资设立南天新智慧，南天新智慧的运营将助力南天信

息展开智慧城市与智慧行业云服务板块业务的布局。 

3、成立“云业务事业部”、“大数据事业部”，布局新技术新业务 

根据公司发展战略规划，推动公司主营业务转型升级，做专业的数字化服务提供商，建设专业的云计算业务、大数据业

务研发与服务团队，打造公司在云计算、大数据业务以及相关衍生领域更专业的技能，打造公司新的业务增长点，公司成立

了“云业务事业部”、“大数据事业部”。 

（三）实施员工持股计划，激发员工内在动能 

为进一步增强员工的凝聚力和公司发展的活力，提升公司治理水平，激发员工内在动能，从而更好地促进公司长期、持

续、健康发展，报告期内，公司实施了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参与员工 216人，筹集资金 7,106 万元，以 11.207元/股的均

价通二级市场完成 634万股股票增持，占公司总股本 2.57%。同时，启动公司关键人才培养计划，为公司关键岗位培养后备

人才。 

（四）强化阿米巴经营管理模式，提升平台支撑能力，完善集团管控 

报告期内，公司全面推行基于阿米巴的自主经营体管理模式，进一步强化集团管控和过程管控，提升职能平台建设能力，

完善了人力资源系统、合同管理系统、授权管理系统，完成集团财务系统优化，启动“业经财（业务、经营、财务）”一体

化经营管理系统试点，为全面落地阿米巴经营奠定基础。 

（五）提升南天品牌价值 

2018年，南天信息荣获中国信息协会颁发的“2018年中国互联网+智慧金融领军企业奖”；荣获信息技术新工科产学研联

盟颁发的“人工智能与认知计算教育工作委员会会员单位”证书，并荣获2017年度“IBM优秀power云解决方案奖”；还荣获

“中国IT服务十大领军企业”、“2017年中国最具影响力软件和信息服务企业”、“2017中国信息化首选服务商”、“中国IT服务

创新服务”、“中国IT生态20年卓越成就奖”、“中国智慧城市50强”等多个奖项。 

下半年，公司将紧紧围绕“聚势、赋能、跨越”，深入落实年度经营计划，做专做强存量业务，大力拓展增量业务，增

强内控制度建设，持续完善公司治理结构，提升创新驱动能力，调整优化产业结构，进一步提升公司的核心竞争力，全力推

动公司发展再上新台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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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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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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