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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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出席董事情况 

未出席董事职务 未出席董事姓名 未出席董事的原因说明 被委托人姓名 

董事 左进 公务出差 侯郁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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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方正科技 600601 延中实业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侯郁波 戴继东 

电话 （021）58400030 （021）58400030 

办公地址 上海市浦东南路360号新上海

国际大厦36层 

上海市浦东南路360号新上海

国际大厦36层 

电子信箱 IR@founder.com IR@founder.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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276,549,986.91 11,131,751,965.19 1.3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资产 

2,917,707,152.37 3,065,307,429.05 -4.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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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3,401,137.84 -291,114,656.87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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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流量净额 

营业收入 2,192,278,598.55 2,286,816,062.97 -4.1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 

-144,971,338.38 -145,338,319.31  不适用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 

-197,077,124.05 -149,617,882.62  不适用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

益率（%） 

-4.85 -3.98 减少0.87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

股） 

-0.0660 -0.0662  不适用 

稀释每股收益（元／

股） 

-0.0660 -0.0662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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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7,581 

截止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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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质押或冻结的股

份数量 

北大方正信息产业集团有限

公司 

国有法

人 

11.65 255,613,016 0 无 0 

曾远彬 境内自

然人 

3.55 77,958,903 0 未知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任

公司 

国有法

人 

2.85 62,529,900 0 未知   

张佳华 境内自

然人 

0.68 14,918,900 0 未知   

林晓芝 境内自

然人 

0.65 14,191,190 0 未知   

广发基金－农业银行－广发

中证金融资产管理计划 

未知 0.42 9,285,450 0 未知   

彭士学 境内自

然人 

0.42 9,150,100 0 未知   

大成基金－农业银行－大成

中证金融资产管理计划 

未知 0.28 6,100,100 0 未知   

南方基金－农业银行－南方

中证金融资产管理计划 

未知 0.26 5,716,600 0 未知   

南充市宝林贸易有限责任公

司 

未知 0.23 5,015,800 0 未知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前十名股东中北大方正信息产业集团有限公司与其

他股东无关联关系也不属于《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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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定的一致行动人，未知其他股东之间是否有关联关系

或属于《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

的说明 

无 

注：公司控股股东北大方正信息产业集团有限公司与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北京丹棱街营业

部开展融资融券业务，将所持公司股份 131,480,000 股转入中信建投客户信用担保户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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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期内，公司继续聚焦智慧城市信息化建设领域。通过 PCB 元器件支撑智能终端以及通信

网络；围绕智慧城市提供 IT 基础设施、弱电、安防监控等三大基础设施集成与运营服务以及宽

带接入服务。以互联、共享的智慧城市公共信息平台为基础，采取 PPP+运营公司模式开展城市大

数据运营服务和互联网+服务。 

报告期内公司主要业务情况如下： 

1、PCB业务 

公司 PCB 业务产品主要为生产制造高密度互联板、普通多层板、系统板、大型背板、金手指

板、封装基板等产品并为客户提供 QTA和 NPI服务。 

公司积极打造绿色品牌，推进精细化管理、寻求卖点与特色，实现品牌化、智能化发展，同

时抓住机遇实现创新转型升级，继续向高端推进。 

报告期内，PCB业务实现营业收入 11.78亿元，同比减少 7.41%，实现净利润 6,291万元，同

比减少 18%。 

2、方正宽带业务 

方正宽带继续践行“宽带中国”战略，重点实施骨干网升级、光进铜退、光纤入户等宽带网

络建设、改造工程。截至报告期末，公司业务累计进入城市 35个，并与中国联通集团进行了战略

合作，在 17个城市与基础运营商开展合作业务，公司自营宽带业务累计运营覆盖用户 1,502万户，

在网用户 107.6万户。报告期内新增覆盖用户 104.7 万户，净增在网用户 4.1 万户。 

报告期内，公司机构业务保持稳定发展，截至报告期末已在全国 15个省及直辖市开展集团客

户业务，9个城市开展政企宽带业务，为 6.3万名院校师生提供高速校园宽带 WIFI服务。报告期

内新增集团客户 9个，政企客户 74个，近 3,400个师生用户。公司抓住云计算、大数据发展的契

机，报告期内子公司数字家园实现了云数据系统的销售。 

报告期内，融合通信业务健康快速发展，截至报告期末已部署 2,000 个坐席，较去年同期增

加 36%。报告期内中标招商银行信用卡中心业务外包、广发招聘流程外包、光大扫录外包项目，

获得了行业媒体颁发的“2018十大客户中心专业外包推荐品牌奖”荣誉，为客户提供优质、全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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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的呼叫中心运营外包服务。 

报告期内，公司大力发展智慧生活增值服务业务，快速扩充智能终端产品品类，增强宽带套

餐差异化竞争优势，努力提高智能柜产品使用率和收入，扩大智能门锁及智慧家庭产品销量和业

务规模。 

报告期内，方正宽带实现营业收入 6.12亿元，同比增长 37%，实现净利润 586万元，同比扭

亏为盈。 

3、方正国际业务 

方正国际以智慧城市为牵引，聚焦金融、公安、交通、政务等行业，融合云计算、大数据、

互联网、物联网等先进技术，通过提供综合应用解决方案，构建智慧城市生态合作网络，致力于

成为智慧城市的组织者和实践者。 

在智慧公安领域，依托地理信息、大数据、云计算方面的核心技术积累，方正国际顺利中标

“全国公安地图服务管理系统”（即 PGIS2.0升级及部级云图）项目、基于时空大数据体系建设的

“毕节乌蒙云”项目以及西咸新区公安局整体信息化建设方案，引领地市智慧城市建设发展趋势，

进一步树立了公司在公安大数据应用领域的前瞻性和行业实用性。 

在智慧金融领域，方正国际聚焦银行核心系统、影像系统、交易银行、呼叫中心四类解决方

案，不仅为中国银行、中国建设银行、中国邮政储蓄银行、中国光大银行、中国人保等客户提供

上述解决方案，而且还为北京农商银行、内蒙古农信、湖北农信、青岛银行等地区性金融客户提

供个性化的解决方案及服务。方正国际持续投入产品研发、不断提高产品化程度。同时，方正国

际继续同国内外知名厂商如百度、ORACLE、日立、新华三、南大通用等合作，积极开拓大数据、

安全产品和云计算等新业务方向。 

在智慧交通领域，报告期内，方正国际完成郑州轨道交通 1、2、城郊线三线 AFC系统交通一

卡通改造工程并正式上线。中标郑州地铁 2 号线延长线和城郊线延长线项目，并完成了沈阳地铁

10号线 AFC系统的合同签订工作。在长沙地铁 4号线 AFC系统互联网改造项目和沈阳地铁互联网

平台建设项目中均有收获。在项目实施方面，正在积极推进沈阳地铁 10号线、西安机场线、重庆

环线的 AFC项目建设工作，为这三个项目开通做充分准备。 

在智慧政务领域，方正国际成功牵头科技部 2018年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项目“私有云环境下服

务化智能办公系统平台”，成为下一代党政机关办公平台的前沿研究领头单位。中标并实施推进北

京市、山西省委、内蒙古自治区政府等省级电子公文、电子公章项目，宜昌市政府办公门户顺利

上线；验收海淀区西北旺网格化城管、苏家坨智慧社区等项目，并落实呼和浩特河长制项目具体

推进；中标天津市总工会“互联网+工会”项目。 

在智慧城市大数据领域，方正国际大数据中心重点聚焦产品研发，全力打造完善自有大数据

产品体系，并联合优质合作伙伴在公安、政务、金融、交通四大领域推广方正大数据解决方案，

积极投身于各行业领域的大数据项目建设。报告期内，已签合同包括绍兴数据标准化项目和沈铁

公安智慧铁警项目。 

方正国际在基础设施集成等其他业务领域也取得良好发展。报告期内，方正国际先后参加华

为、联通等企业生态伙伴大会，与北京思源政通科技集团有限公司签订战略合作协议，并就具体

相关领域合作与上述机构达成初步共识，为今后智慧城市业务拓展作良好铺垫。 

报告期内，方正国际应邀出席了 2018 年北京国际城市轨道交通高峰论坛等行业大型会议论

坛，方正国际“基于云架构和大数据的地理信息平台构建及应用”项目荣获四川省科学技术进步

一等奖。 

报告期内，方正国际业务实现营业收入 2.72 亿元，同比增长 208%，实现净利润-13,559 万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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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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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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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