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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提示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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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者应当到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等中国证监会指定媒体上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文。 

2 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半年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

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3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会议。 

4 本半年度报告未经审计。 

5 经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无 

一 公司基本情况 

2.1 公司简介 

公司股票简况 

股票种类 股票上市交易所 股票简称 股票代码 变更前股票简称 

A股 上海证券交易所 中科曙光 603019 无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徐文超 王伟成 

电话 010-56308016 010-56308016 

办公地址 
北京市海淀区东北旺西路8号院36号

楼 

北京市海淀区东北旺西路8号院36号

楼 

电子信箱 investor@sugon.com investor@sugon.com 

 

2.2 公司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

度末增减(%) 

总资产 17,144,269,555.77 13,167,304,762.24 30.2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

产 
3,935,434,736.17 3,818,537,398.45 3.06 

 
本报告期 

（1-6月）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 

同期增减(%)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

额 
1,278,725,795.10 -243,937,002.77   

营业收入 4,606,541,533.97 3,405,216,243.80 35.2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 
203,499,622.10 146,252,589.81 39.1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

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103,130,054.53 71,415,166.12 44.41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5.23 4.51 增加0.72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23 0.23 0.00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23 0.23 0.00 

 

2.3 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 股 

截止报告期末股东总数（户） 127,0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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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结的股份

数量 

北京中科算源资产管理

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21.32 191,906,114 

  
无 

  

葛卫东 境内自然人 4.87 43,848,587   无   

北京思科智控股中心 国有法人 4.41 39,704,714   无   

历军 境内自然人 3.72 33,469,129   无   

聂华 境内自然人 2.67 24,050,930   无   

杜梅 境内自然人 1.45 13,094,239   无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其他 1.25 11,231,897   无   

史新东 境内自然人 0.85 7,675,000   无   

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

会转持二户 
国有法人 0.62 5,567,425 

  
无 

  

太平人寿保险有限公司

－传统－普通保险产品

－022L-CT001 沪 

境内非国有法人 0.42 3,803,100 

  

无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中科算源与思科智存在关联关系（详见公司《首

次公开发行股票招股说明书》），其他股东未知是

否有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关系。 

 

2.4 截止报告期末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前十名优先股股东情况表 

□适用  √不适用  

 

2.5 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适用  √不适用  

 

2.6 未到期及逾期未兑付公司债情况 

√适用□不适用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债券名称 简称 代码 发行日 到期日 债券余额 利率（%） 

曙光信息产

业股份有限

公司可转换

公司债券 

曙光转债 113517 2018/8/6 2024/8/6 1,117,427,000 0.40 



反映发行人偿债能力的指标： 

√适用□不适用  

主要指标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资产负债率 75.51   69.24   

 本报告期（1-6月） 上年同期 

EBITDA 利息保障倍数 4.76   5.15   

说明： 

公司本期资产负债率较高的主要原因为：公司本期预收账款、应付账款、长期应付款与上期末相

比增加 380,292.02 万元，这三项导致资产负债率较上期末提高 6.98 个百分点，增加的主要原因

为收到的中科可控、北京字跳等公司大额预付款尚未确认收入；销售订单备货导致应付账款增加

及项目未完成验收结算。 

 

关于逾期债项的说明 

□适用√不适用  

 

二 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3.1 经营情况的讨论与分析 

近年来，围绕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国内各行业信息化相关重大项目陆续启动，对国产的

新一代信息技术相关产品与服务的需求显著提升。在此背景下，公司持续加大研发投入，整合营

销资源，提升产品品质，各项主营业务稳步发展。 

2019 年上半年度，在董事会的科学规划与决策下，公司管理层团结带领全体员工共同努力，

认真落实股东大会、董事会的各项决议，积极有效组织实施，公司主营业务保持了持续稳定增长。 

2019 年上半年度，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46.07 亿元，同比增长 35.28%；利润总额 2.69 亿元，

同比增长 56.55%；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2.03 亿元，同比增长 39.14%；扣非后归属于上

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03 亿元，同比增长 44.41%。 

报告期内公司主要工作如下： 

1、围绕主营业务加大技术和产品研发投入 

报告期内，公司持续针对高端计算机、存储、云计算、大数据、自主软件等开展研发工作，

掌握了大量高端计算机、存储和云计算领域核心技术，在本领域实现国内领先并达到国际先进水

平。 

2、向上游延伸，致力于突破核心技术困局 

随着我国对通用信息化技术的全面掌握，制约本行业进一步发展的瓶颈主要是行业上游对核

心技术的高度垄断。公司致力于形成完整的、安全的新一代信息技术体系，寻求改变上游受制于



人的局面。上半年度，相关工作进展顺利，为公司核心技术产业化创造了良好条件。 

3、积极应对进入“实体清单”事件，尽力降低对公司业务影响 

公司于 2019年 6 月被美国商务部工业与安全局纳入“实体名单”后，全面梳理了供应链，寻

找可替代部件，并通过调整生产计划、集中资源、梳理主营业务等方式缓解对公司生产经营的影

响。后续公司将根据事态进展，采取调整市场和业务布局等积极的应对措施，适当降低通用产品

的销售规模，进一步加大高附加值的服务收入比例，同时公司将进一步加大研发投入，重点补齐

高端计算机等公司核心产品技术短板。 

公司同时与美国政府和上游供应企业积极沟通，希望相关部门和企业遵守市场规则，恢复进

行正常商业交易。 

4、向下游延伸，孵化创新型企业 

公司在“四个大数据”方面进行全面部署，为产品技术与行业应用的深度结合创造了良好局

面。公司瞄准重点领域，与拥有深度行业积累的战略伙伴一起，成立创新型企业，谋求对细分行

业领域的深入参与。公司在环保大数据领域投资中科三清，在空天大数据领域投资中科星图等创

新型企业。 

5、参与国家大项目建设 

2018 年 8 月,公司获批中科院战略性先导科技专项“国产安全可控先进计算系统研制”,研制

领先的超级计算系统和智能计算平台。本报告期内，公司完成了超级计算系统主体部分搭建，各

项技术和性能达到预期指标，项目实施进展顺利。 

2018 年度，公司获批筹建国家先进计算产业创新中心。产业创新中心将采用网络化布局，集

群式发展模式，实现核心技术与商业模式双创新。公司先后与多个城市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就共

建先进计算中心、下一代互联网数据交换中心等项目合作达成共识，聚力支撑我国先进计算全产

业链快速发展。 

 

3.2 与上一会计期间相比，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原因及其影响 

√适用  □不适用  

详见第十节财务报告五、重要会计政策及会计估计 44.重要会计政策和会计估计的变更（1）重 

要会计政策变更。 

 

3.3 报告期内发生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更正金额、原因及其影响。 

□适用  √不适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