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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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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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云赛智联 600602 仪电电子 

B股 上海证券交易所 云赛B股 900901 仪电B股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张杏兴 胡慧洁 

电话 021-62980202 021-62980202 

办公地址 上海市徐汇区宜州路180号 

华鑫天地二期3号楼9-10楼 

上海市徐汇区宜州路180号 

华鑫天地二期3号楼9-10楼 

电子信箱 stock@inesa-it.com stock@inesa-it.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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595,291,773.54 5,447,028,495.76 2.7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资产 

3,961,298,328.74 3,817,001,957.54 3.78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



（1-6月） 增减(%)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量净额 

-377,565,706.18 -340,263,547.88 不适用 

营业收入 2,042,570,172.34 1,627,727,969.39 25.4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 

143,888,825.25 130,479,210.68 10.2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

利润 

75,871,253.79 77,966,134.42 -2.69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3.6957 3.6894 增加0.0063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052 0.0983 7.02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052 0.0983 7.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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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7,7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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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仪电电子（集团）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28.03 383,337,947 30,595,709 无   

云赛信息（集团）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6.50 88,948,065 88,948,065 无   

上海佳育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1.46 19,952,095 19,952,095 无   

宋来珠 境内自然人 0.71 9,769,230 9,769,230 质押 7,310,000 

谢敏 境内自然人 0.63 8,592,915 8,592,915 无   

杭州乾钧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0.58 7,960,113 7,960,113 质押 7,960,000 

王广汇 境内自然人 0.53 7,270,108 0 无   

杨蕾 境内自然人 0.53 7,243,943 0 无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

证上海改革发展主题交易型开放

式指数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未知 0.43 5,884,400 0 无   

姚玮俊 境内自然人 0.41 5,583,060 0 无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上海仪电（集团）有限公司持有上海仪电电子（集团）有限公

司 100%股份，持有云赛信息（集团）有限公司 100%股份，为关

联法人。公司未发现其他股东存在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情况。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的说明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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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年上半年，面对错综复杂的国内外经济形势，云赛智联坚持“稳中求进、进中提质”的

工作方针和“质量第一、速度稳健、结构优化、风险防范”的经营思路，通过主业聚焦与各项基

础建设，在保持较低资产负债率水平，维持健康经济运营质量的同时，继续保持稳健的增长势头。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20.43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 25.49%；实现归属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 1.44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 10.28%，其中营业利润为 1.58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 66.89%。 

 

1.主业聚焦 

1)云计算大数据板块 

上半年，该板块业务增长明显，营业收入 8.64 亿元，比去年同期增长 65%。公司中标了包括

上海市区县政务云等一批重大项目。同时，公司稳步推进重点项目建设，其中，市委网信办媒体

云项目已完成云平台的安装和媒体单位的培训；公司新数据中心项目已进入验收准备阶段；海量

存储项目已完成与大数据试验场的对接工作；公司与微软 Azure 云、华为云和阿里云全面合作，

自主研发的公有云管理平台 Cloudweaver CMP顺利上线。 

2)解决方案板块 

上半年，该板块业务在智慧园区与教育信息化方面得到了深化，在智慧机场方面得到了加强，

在智慧水务与检测溯源方面得到了拓展。公司中标了桃浦绿地北三块弱电智能化项目、杭州新天

地剧场（太阳马戏团）舞台视频显示系统项目、虹口区体育中考项目、上海交大人工智能大规模

超级计算平台项目，参与了国内四个机场的航站楼电视监控、公广、通讯、智能化弱电系统项目，

承接了广西二次供水项目、嘉定/松江水质监测项目、内蒙古和广东顺德食药监合作项目、市环境

监测中心崇明地表水项目云南移动监控大屏项目等项目。同时，一批重点项目稳步推进，其中，

株洲电子眼项目顺利通过初验评审进入试运行；仪电第三方重要产品追溯平台建设项目已通过商

委项目验收和审计；徐汇区全区河道水质在线监测设施信息系统建设项目基本完成。 

3)智能产品板块 

显示产品领域上半年完成了申通地铁、天源化工厂等项目，自主研发生产的激光短焦投影仪

中标了嘉定区教育机等项目。 

检测仪器领域上半年中标了静安 151 大数据中心设备采购、西藏全区县级食品安全快检车及

车载设备采购，同时，为配合“河长制”对水质检测设备的需求，公司在原位检测仪数字传感器

技术上取得了突破。 

特殊电子产品领域上半年完成多艘舰船的合同签订工作和市国防科工办 2 个扶持项目的申报

工作，推进了 J港岸基电源业务。同时，公司积极拓展民用市场。 

 

2.基础建设 



1)优化企业股权结构 

上半年，作为国资委开展国有控股混合所有制企业员工持股试点，启动了云海万邦员工持股

计划项目；为拓展海外业务，成立了南洋万邦（香港）软件技术有限公司。 

2)加强人才队伍建设 

上半年引进经营管理、科技研发、市场营销等各类人才 122名；组织 737人次参加各类培训，

其中 PMP、ITIL、CISP等紧缺人才培训 27人；积极响应仪电集团人才培养计划，推荐参加智翔计

划-高潜班与智云计划-中青班共计 25人。 

3)注重经营风险防范 

上半年继续完善财务总监（经理）委派制度和季度报告制度，并加强业绩考核；对重点领域、

重大事项、重大项目、营业活动、风险管控、内部控制等进行不定期检查，抽样审计下属各级子

分公司 24家，对公司本部及下属 9家企业开展 2017年度内部控制检查与评价。 

 

总之，2018年上半年，公司紧紧围绕年初制定的经营目标和工作计划，积极稳妥地推进各项

重点工作，为完成全年预算目标奠定了良好的基础。为实现跨越式发展，进而成为一家有竞争力

的智慧城市综合解决方案提供商，下半年，公司在加快聚焦主业发展步伐的同时，还将争取在投

资并购以及培育业务方面有所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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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