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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268                                证券简称：卫士通                          公告编号：2019-054 

成都卫士通信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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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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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卫士通 股票代码 0022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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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志惠 舒梅 

办公地址 成都市高新区云华路 333 号 成都市高新区云华路 333 号 

电话 028-62386166 028-62386169 

电子信箱 westone_dm1@163.com westone_zd@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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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溯调整或重述原因 

其他原因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

期增减 

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后 

营业收入（元） 611,605,859.47 598,192,843.08 598,192,843.08 2.2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82,478,718.06 -93,235,036.37 -93,235,036.37 11.5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的净利润（元） 

-84,931,027.72 -114,634,640.80 -93,963,260.04 9.61%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580,461,680.99 -459,272,099.02 -446,027,112.72 -30.14%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984 -0.1112 -0.1112 11.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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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984 -0.1112 -0.1112 11.51%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89% -2.20% -2.20% 上升 0.31 个百分点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
度末增减 

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后 

总资产（元） 5,591,680,133.74 6,220,278,883.90 6,220,278,883.90 -10.1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4,311,831,758.71 4,406,885,517.19 4,406,885,517.19 -2.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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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3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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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电子科技网络信息安全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37.79% 316,776,656 10,865,876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境外法人 4.10% 34,330,621    

建信基金－工商银行－中航信托－中航
信托·天启（2016）293 号建信基金定增
投资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其他 3.84% 32,209,304    

中电科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2.59% 21,706,212 16,298,813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富国中证
军工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1.57% 13,126,046    

于美艳 境内自然人 1.50% 12,540,542    

四川发展投资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1.32% 11,058,726    

东海基金－浦发银行－云南国际信托－
云南信托锦瑟年华 3 号集合资金信托计

划 

其他 1.22% 10,254,011    

建信基金－兴业银行－建信群星璀璨裕
晋 7 号特定多个客户资产管理计划 

其他 1.18% 9,869,072    

全国社保基金一零八组合 其他 1.04% 8,700,0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1、中国电子科技网络信息安全有限公司为公司第一大股东，中国电
子科技集团有限公司为公司实际控制人；2、中国电子科技网络信息
安全有限公司和中电科投资控股有限公司均为中国电子科技集团有

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3、未知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
未知其他股东是否属于《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规定的一致行动

人。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明（如有） 于美艳参与融资融券业务，信用账户持股数量分别为 12,460,542 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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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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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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年上半年，公司经营层和全体员工在董事会的指引下，紧跟新形势下的网络安全行业政策和市场

趋势，围绕公司战略布局和年初制定的经营计划，有条不紊地开展各项业务，实现营业收入61,160.59万元，

较上年同期增长2.24%；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净利润-8,247.87万元，亏损金额较上年同期减少11.54%。 

市场开拓方面，公司继续巩固在传统优势行业的市场地位，进一步提升市场竞争力；同时，公司不断

加大资源投入，加强新市场开拓和新业务策划，大力培育公司发展新动能。不断完善金融行业、电力行业、

政务云、安全移动办公等解决方案，金融领域在维护原有国有银行、股份制银行市场的基础上，加强了保

险、证券、区域银行的市场拓展；持续拓展移动互联网安全市场，继续深化与中国移动等战略伙伴的合作，

以“移动办公业务”为核心，以行业解决方案为抓手带动终端销售。针对“安全通信”，“安全接入”和“安全管

控”场景下行业需求，整合移动运营商优势资源，形成自有安全解决方案；开展卫士云安全服务，建立云

密码服务的业务模式，结合自身优势，发力云数据安全服务领域，推广以网站防护系列服务为基础的云安

全服务。不断探索和谋划新业务领域，开展了云安全服务、5G与物联网、新型智慧城市、安全视频监控等

方面的市场研究和业务策划。 

在技术与产品方面，高性能嵌入式安全SE研制的主要工作已基本完成；超低功耗安全芯片、移动终端

安全芯片的研制工作稳步推进中；千兆PCI-E密码卡、软件密码模块等产品已获得商密资质；金融数据密

码机已启动出口型产品研制及FIPS认证工作；IPSec VPN、SSL VPN等网络安全采用了最新的网络安全技

术，实现了硬件平台和软件架构升级，产品性价比、网络适应性和易用性都得到大幅提升；安全运行监管

系统在产品的平台化程度、可用性、可维护性、基于多数据源关联分析能力、异常/违规行为分析能力等方

面都有较大提升。此外，公司大力推动产品的云化等工作，目前云服务器密码机、云密钥管理系统、云密

码资源池管理平台、安全云终端等产品已实现云化；加强产品创新，已启动专用安全网关、专用防火墙、

高速商密安全芯片等产品的研制工作；积极推动产品平台化建设，成立专门产品平台研发团队，新发布、

优化了通用软件管理平台、通用网络安全平台、统一固件平台、统一硬件平台等；积极参与信安标委、密

标委等标准研究，牵头、参与的多项标准已通过验收或立项；继续在密码算法分析与设计、量子密码、同

态密码、区块链、5G安全、物联网安全、北斗应用安全、工控安全等方向开展研究。 

在企业管理方面，组建新的经营团队，经营团队年轻化，团队协作，分工不分家；以围绕市场化配置

资源和加强员工激励为原则，进行了组织机构的优化调整，聚焦资源，提升能力，激发活力。市场营销方

面，成立五大区域营销平台及本地化技术服务中心，形成区域与行业协同配合的矩阵式架构。产品研发方

面，实行产品线模式，提升产品化能力，加强产品前端市场和后端研发的衔接。通过本次对组织机构的优

化调整，进一步缩短指挥链，增强对一线营销的反应速度，提升了公司效率和员工积极性。 



成都卫士通信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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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财务报表列报项目变更说明 

财政部于2018年6月15日发布了《关于修订印发2018年度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通知》（财会〔2018〕

15号），对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进行了修订，归并部分资产负债表项目，拆分部分利润表项目；并于2018

年9月7日发布了《关于2018年度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有关问题的解读》，明确要求代扣个人所得税手续

费返还在“其他收益”列报，实际收到的政府补助，无论是与资产相关还是与收益相关，在编制现金流量表

时均作为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列报等。 

后又于2019年4月30日发布了《关于修订印发2019年度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通知》（财会〔2019〕

6号），对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进行了修订，拆分部分资产负债表项目，调整部分利润表项目。 

本公司已经根据新的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要求编制财务报表，财务报表的列报项目因此发生变更的，

已经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第30号——财务报表列报》等的相关规定，对可比期间的比较数据进行调整。 

对可比期间的财务报表列报项目及金额的影响如下： 

列报项目 
2018年12月31日

之前列报金额 
影响金额 

2019年1月1日经重

列后金额 
备注 

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 1,951,621,813.69 -1,951,621,813.69     

应收票据   229,064,408.57 229,064,408.57   

应收账款   1,722,557,405.12 1,722,557,405.12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2,000,000.00 -2,000,000.00     

其他非流动金融资产   2,000,000.00 2,000,000.00   

应付票据及应付账款 1,175,704,651.03 -1,175,704,651.03     

应付票据   133,333,862.32 133,333,862.32   

应付账款   1,042,370,788.71 1,042,370,788.71   

减：资产减值损失 24,109,002.57 -24,109,002.57     

加：资产减值损失（损失以“-”号填列）   -24,109,002.57 -24,109,002.57   

管理费用 158,659,812.18 -86,737,806.50 71,922,005.68   

研发费用   86,737,806.50 86,737,806.50   

财务费用 -2,785,332.63 -21,427,246.58 -24,212,579.21 调整结构性存款利息收入的

列报 投资收益 17,378,503.96 -21,427,246.58 -4,048,742.62 

其他收益 13,996,225.53 2,924,958.22 16,921,183.75 与日常经营活动相关的政府

补助重分类 营业外收入 3,848,787.22 -2,924,958.22 923,829.00 

收到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42,476,444.18 13,244,986.30 55,721,430.48 调整结构性存款利息收入的

列报 取得投资收益收到的现金 13,244,986.30 -13,244,986.30   

收回投资收到的现金 996,000,000.00 -996,000,000.00   调整购买结构性存款的列报 

投资支付的现金 1,946,000,000.00 -1,946,000,000.00   调整购买结构性存款的列报 

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 -1,501,289,769.10 950,000,000.00 -551,289,769.10 调整购买结构性存款的列报 

期末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余额 366,767,397.69 950,000,000.00 1,316,767,397.69 调整购买结构性存款的列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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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