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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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异议声明
姓名

职务

内容和原因

声明：
除下列董事外，其他董事亲自出席了审议本次半年报的董事会会议
未亲自出席董事姓名

未亲自出席董事职务

未亲自出席会议原因

被委托人姓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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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浩云科技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股票代码

300448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陈翩

彭燕君

办公地址

广州市番禺区东环街番禺大道北 555 号天 广州市番禺区东环街番禺大道北 555 号天
安总部中心 22 号楼 102 房
安总部中心 22 号楼 102 房

电话

020-34831515

020-34831515

电子信箱

zqb@haoyuntech.com

zqb@haoyuntech.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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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主要财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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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告期
营业收入（元）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221,917,973.12

190,013,809.46

16.79%

12,375,761.31

7,258,545.62

70.50%

8,410,798.06

5,341,601.16

57.46%

-45,082,984.15

-82,470,550.23

45.33%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3

0.02

50.00%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3

0.02

50.0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09%

1.08%

0.0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后的净利润（元）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
减

上年度末

总资产（元）

1,399,513,424.17

1,349,383,995.85

3.7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1,129,918,098.86

1,131,411,645.45

-0.13%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报告期末股东总数

10,9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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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茅庆江

境内自然人

35.21%

143,854,929

107,891,198 质押

67,430,871

雷洪文

境内自然人

5.41%

22,114,190

16,585,643 质押

13,502,177

袁小康

境内自然人

4.20%

17,170,737

13,013,075

徐彪

境内自然人

4.20%

17,170,737

13,013,075 质押

11,610,000

茅屏萍

境内自然人

2.90%

11,839,669

0 质押

5,616,903

长信基金－浦发
银行－云南国际
信托－云信智兴 境内非国有法人
2017－2013 号单
一资金信托

2.83%

11,548,722

广州市常森投资
咨询有限责任公 境内非国有法人
司

2.63%

10,763,334

0 质押

1,692,272

龙中胜

境内自然人

2.41%

9,841,346

0 质押

6,841,103

张忠民

境内自然人

2.19%

8,955,615

0 质押

5,058,814

1.65%

6,727,086

0 质押

1,035,166

广州市碧天投资
境内非国有法人
咨询有限公司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
说明

11,548,722

股东茅屏萍与股东茅庆江系姐弟关系，除此以外，公司未知其他股东是否存在关联关系
或是否属一致行动人。

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参与融资融券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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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务股东情况说明（如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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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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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年上半年，公司实施“一核三线”的业务战略，致力于打造基于工业4.0思想的智慧物联管理平台，将物联网、大数
据、云计算及人工智能技术贯通到“公共安全、智慧司法、智慧金融”三大行业板块业务，完整构建物联网在各行业应用的生
态体系，实现物联网产品、物联网服务双翼齐飞。
报告期内，公司管理层紧密围绕着公司制定的经营计划，贯彻执行董事会的战略部署，坚持以“成为智慧与安全新世界
的构筑者”的企业愿景为核心价值，立足主营业务，积极开展各项工作。2月份，全资子公司西藏浩云参与投资设立的股权投
资基金完成备案登记，公司将积极借助专业投资机构的专业能力和该平台用于孵化物联网及相关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
等方向创新型企业，挖掘前瞻性技术及优质资产，助力公司战略的推进。4月份，公司在辛集市设立全资子公司，为后续公
司深度参与到辛集市及周边地区智慧城市信息化基础设施、公共安全体系、智慧消防、智慧安全生产、智慧平安校园、智慧
交通、智慧环保、智慧制造等领域的建设中去奠定了基础。6月份，公司授予188名激励对象共1,561.4619万股限制性股票和
12名激励对象共100.816万份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的实施有利于搭建员工与公司共同发展的平台，促进公司建立高素质、多
层次人才体系，健全激励机制和约束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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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期内，公司营业收入为22,191.80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16.79%；营业利润为946.43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25.09%；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1,237.58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70.50%，主要原因系公司金融业务和平安城市业务收入较上
年同期增加，使得本报告期净利润增加。
报告期内，销售费用为2,843.57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11.53%，主要原因系职工薪酬、差旅费、折旧费用增加所致；管
理费用为4,999.32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9.12%，主要原因系职工薪酬、差旅费、折旧费、限制性股票摊销费用增加所致；
财务费用为-19.54万元，较上年同期下降127.45%，主要原因系较上年同期，本期银行借款减少，利息支出减少，及本期利
息收入增加所致。
报告期内，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较上年同期增长45.33%，主要原因系本期销售回款较上年同期增加所致；投资
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较上年同期增长48.99%，主要原因系上年同期支付新办公楼部分房款，装修费用以及润安科技投
资款，而本期公司没有上述项目支出，本期公司投资活动支付的现金主要是对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筹资活动产
生的现金流量净额较上年同期下降4.98%，主要原因系本期银行借款减少以及本期银行借款到期偿还支付较多的现金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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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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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与上一会计期间财务报告相比，本报告期新增辛集市浩云智慧城市科技有限公司，减少子公司广州市浩耘元鸿信息技术有限
公司（于2018年1月注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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