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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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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年中期，公司未拟定利润分配或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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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浪潮软件 600756 泰山旅游、齐鲁软

件、G鲁浪潮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王亚飞 王亚飞 

电话 0531-85105606 0531-85105606 

办公地址 山东省济南市高新区浪潮路

1036号 

山东省济南市高新区浪潮路

1036号 

电子信箱 600756@Inspur.com 600756@Inspur.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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77,485,396.57 2,894,306,502.13 -4.0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资产 

2,145,564,755.99 2,150,867,928.05 -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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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0,215,677.89 -281,838,734.60 14.77 

营业收入 391,508,117.93 451,355,516.78 -13.2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28,537,073.44 14,226,259.18 100.59 



东的净利润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 

26,414,491.20 13,060,176.51 102.25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

益率（%） 

1.32 0.69 增加0.63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

股） 

0.088 0.044 100.00 

稀释每股收益（元／

股） 

0.088 0.044 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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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7,818 

截止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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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浪潮软件集团有限公司 境内非

国有法

人 

19.09 61,881,000 0 无   

武汉睿福德投资管理中心

（有限合伙） 

境内非

国有法

人 

2.49 8,070,294 0 未知   

冯秋华 境内自

然人 

0.80 2,603,283 0 未知   

中融国际信托有限公司－中

融增强 64号 

境内非

国有法

人 

0.67 2,179,700 0 未知   

泰安市泰山宾馆有限责任公

司 

国有法

人 

0.61 1,978,617 0 未知   

李淑英 境内自

然人 

0.60 1,945,409 0 未知   

赵功锋 境内自

然人 

0.44 1,413,476 0 未知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未知 0.41 1,329,939 0 未知   

杨小萍 境内自

然人 

0.39 1,252,310 0 未知   

赵春梅 境内自

然人 

0.35 1,120,000 0 未知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公司上述股东之间未知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一致

行动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的

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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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3.1 经营情况的讨论与分析 

2016 年，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转发国家发展改革委等部门推进“互联网+政务服务”开展信息

惠民试点实施方案的通知，正式拉开了“互联网+政务服务”在全国试点工作的序幕。同时，也意

味着国内政务信息化建设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2017 年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深入推进“互联网+”

行动，持续推进政府职能转变。国家陆续颁布了《推进“互联网+政务服务”开展信息惠民试点实

施方案的通知》等一系列通知，在此基础上，相关部门提出：政务服务与信息共享是“互联网+

政务服务”的一体两翼，两手抓、两手都要硬。2018 年，国务院常务会议要求持续优化营商环境，

加快建设全国一体化在线政务服务平台，以“一网通办”更加便利群众办事创业。新时代下，跨

部门、跨地区共建工程逐步成为政务信息化工程建设的主要形态，成为支撑“放管服”改革的重

要平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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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平台、大数据、大系统”成为我国政务信息化建设的重点工程。 

报告期内，公司坚持智慧政府方案和服务供应商的战略定位，同时围绕公司战略打造生态。

坚持自主创新，加大在云计算、大数据重点领域的研发投入，聚焦关键行业，推进业务整合，为

客户提供全方位的整体解决方案。公司全体员工始终坚持“斗志+方法论”，深化以效益为导向的

目标责任体系，积极推进公司整体向云计算和大数据转型。 

公司上半年实现销售收入 39,150.81万元，同比下降 13.26%，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 2,853.71万元，同比增长 100.59%；每股收益 0.088元，同比增长 100%。截至 2018年 6月

30 日公司资产总额 277,748.54 万元， 同比下降 4.04%； 归属母公司所有者权益 214,556.48 万

元，同比下降 0.25%；公司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32%， 同比增长 0.63 个百分点； 每股净资

产 6.62元，同比下降 0.25%；资产负债率 22.73%，同比下降 2.93个百分点。 

在烟草行业信息化领域，公司加大在全国推进省级卷烟营销平台向地市单位拓展的力度，进



一步巩固公司在烟草商业市场的优势地位；同时，借助统一营销平台在国家、省、市三级纵向贯

穿、烟草行业工业、商业、零售横向贯穿，积极实现业务全行业覆盖，并在此基础上推进周边应

用及大数据落地，实现以营销数据为基础的全行业数据共享。 

在区域电子政务领域，公司新开拓辽宁、山西、贵州省本级以及多个地市政务服务平台应用，

继续保持互联网+政务服务领导厂商地位，业务覆盖国内 29 个省份，其中包含 11 个省本级、17

个省会或副省级城市，助力各级政府开展放管服工作。在承担各地“互联网+政务服务”建设过程

中，公司配合各地进行了大量的创新实践，并助力打造了“互联网+政务服务”行业模式。 

目前，公司已助力山东、江西、陕西等省基本建成了省级统筹、两级建设、三级互通、四级

应用的政务服务体系，强化政务信息资源共享利用，基本实现了自省级向下的信息共享和业务协

同。在广州，公司助力羊城成为全国首个“一窗式”综合受理服务城市，通过推动政务服务事项

的信息跨部门、跨区域、跨行业互通共享、校验核对，建立高效便民的新型“互联网+政务服务”

体系，推进网上网下一体化管理，实现“一窗口受理、一平台共享、一站式服务”。在深圳，公司

助力其建成了全国首个“同城通办”基层公共服务平台，建立起集“服务、管理、监督”三位一

体的“一窗式”区、街道、社区公共服务综合信息系统，形成了“一码管理、一门集中、一窗受

理、一网通办、一号连通、一证申办、一库共享、一体运行”的“八个一”集约化建设模式。除

此之外，通过打造“互联网+政务服务”行业内领先模式，公司还与福州合作共同建设了全国首个

全流程电子证照应用，助力青岛在全国率先建立“大厅制证中心”，实现了审批证照统一制发，并

在舟山通过联网办理、无偿代办、上门服务等方式，实现“最多跑一次，办事不出岛”等便民服

务。 

在行业电子政务领域，公司致力于用先进的云计算、大数据信息技术提高政府的社会治理和

服务社会的能力。在推进教育、公安等领域行业云应用的同时，积极打造综合工商、食药监等的

统一市场监管服务平台。《在市场监管领域，国务院关于印发“十三五”市场监管规划的通知》 要

求各级市场监管部门尽快完成市、县市场监管综合执法改革。面对新的宏观环境，公司立足当前，

积极扩展与主营业务、主打行业、主要客户、主要市场相关的线索，并不断开拓新市场、扩展新

行业。公司利用云计算、大数据等技术，通过整合监管部门各种数据及应用资源，实现食品药品

安全状况“全方位、全环节、全流程”的立体感知和智能监管；公司以“互联网+工商”为创新驱

动，以云计算、大数据、物联网、移动互联等新技术为依托建立起涵盖工商一体化业务系统。上

半年，公司依托广东省市场监管平台深度向地市拓展，并积极打造成都等副省级城市市场监管平

台案例。在教育领域，伴随教育部印发《教育信息化“十三五”规划》，公司依托在教育行业实施



中小学生学籍管理系统的前提，继续巩固教育信息化高端地位，同时不断挖潜老用户，重点拓展

省级和地市级新客户。 

系统集成为公司传统业务，可为多个行业提供数据中心、指挥中心、网络安全等整体解决方

案，为公司推进行业解决方案提供支撑。 

报告期内，公司积极营造良好发展环境，大力促进管理创新，强化目标管理、过程管理，注

重提高人均产能，多措并举调动公司全体员工的积极性，全力推动公司加快向云计算、大数据转

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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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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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