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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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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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科金财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股票代码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002657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赵剑

李燕

办公地址

北京市海淀区学院路 39 号唯实大厦 10 层 北京市海淀区学院路 39 号唯实大厦 10 层

电话

010-62309608

010-62309608

电子信箱

zkjc@sinodata.net.cn

zkjc@sinodata.net.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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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告期
营业收入（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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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益的净利润（元）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623,734,800.44

611,788,458.89

1.95%

96,059,663.04

67,491,271.25

42.33%

-53,693,865.51

37,215,353.44

-244.28%

-295,424,822.87

-313,046,774.53

5.63%

0.28

0.20

4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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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28

0.20

40.0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3.73%

2.65%

1.08%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
减

总资产（元）

3,586,542,867.39

3,809,522,710.57

-5.8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2,620,114,273.07

2,525,742,415.22

3.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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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8,8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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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沈飒

境内自然人

霸州市永森房
地产开发有限
公司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16.91%

57,092,918

境内非国有法
人

4.65%

15,690,000

刘开同

境内自然人

3.60%

12,157,490

天津滨河数据
信息技术有限
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2.32%

7,823,666

赫喆

境内自然人

1.95%

6,566,378

杨承宏

境内自然人

1.87%

6,309,660

青岛城投金融
控股集团有限
公司

国有法人

1.66%

5,596,937

董书倩

境内自然人

1.60%

5,408,660

朱烨东

境内自然人

0.97%

3,264,533

华融国际信托
有限责任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0.82%

2,754,007

持有有限售条件的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42,819,688 质押

数量
39,460,000

10,093,117

2,448,400

上述股东中朱烨东、沈飒为夫妻关系，天津滨河数据信息技术有限公司是股东刘开同控制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
的企业，刘开同与董书倩为夫妻关系。除上述关系外，公司未知上述其他股东是否存在其
的说明
他关联关系或属于《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中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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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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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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继续坚持以金融科技整体解决方案和数据中心综合服务为基础，深入推进人工智能、
大数据、云服务、区块链等科技创新业务，并对公司的发展战略进行升级，进一步打造价值共享的产业互联网
科技赋能平台，引导产业客户实现从 IT 到 DT 到 AT 的技术升级。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623,734,800.44
元，较上年同期增长 1.95%；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96,059,663.04 元，较上年同期增长 42.33%。
报告期内，公司继续在金融科技领域深化转型，稳扎稳打，主要开展了以下工作：
1.稳步推进中小银行金融科技转型服务
2019 年上半年，公司继续致力于帮助国内众多中小银行转型，提供开放银行整体解决方案、共享直销银行
平台建设、IT 支持等金融科技综合服务，公司已基本具备金融科技全业务链的服务能力。
2.持续推进技术创新，数据实时处理产品不断升级
2019 年上半年，公司继续推进技术创新，新推出的数据实时处理产品在原有基础上不断升级。数据实时处
理产品运用图像和数据处理的相关技术，可以出色完成大量重复性、定义清晰、有固定逻辑的工作，已应用在
商业银行对公开户、企业账户年检、银企对账、票据查重验真等多个领域。
3.进一步夯实优势业务，增强客户粘性
2019 年上半年，公司继续积极研究和推进智能银行转型管理咨询服务、渠道整合、轻型网点、金融大数据
分析、供应链融资、产业链融资、移动支付和数据中心综合服务等一系列解决方案和服务，进一步夯实公司在
智能银行领域和数据中心综合解决方案领域的优势业务。同时，深入了解挖掘现有客户需求，利用公司长年的
技术和经验的积累对客户的需求加以引领、合理规划，引导客户形成及完善新的需求，以获取继续与客户进行
深入合作的机会，增强客户粘性。公司依托长年扎根金融、政府与公共事业、企业业务领域所积累的丰富专业
经验和优质客户资源，进一步打造价值共享的产业互联网科技赋能平台，将公司在客户资源、技术实力、经营
管理等领域的能力向产业链上下游合作伙伴开放，推出高附加值和客户粘性的服务和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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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企业文化深入一线，增强公司组织能力
2019 年上半年，公司在企业文化建设和经营人才培养方面持续投入，举办多场品牌文化活动、总裁训练营、
新员工培训、年陈文化活动，持续增强公司组织能力；党建方面，支部积极开展了多项主题活动，为公司的企
业文化注入了新活力，发挥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进一步加强了管理人员领导能力建设，提升了员工的凝聚力
和公司竞争力，推进党建工作和企业经营深度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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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一般企业报表格式的修改
财政部于 2019 年 4 月 30 日发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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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企业财务报表格式进行调整。
本公司根据财会[2019]6 号规定的财务报表格式编制 2019 年中期财务报表，并采用追溯调整法变更了相关
财务报表列报。相关列报调整影响如下：
2018 年 12 月 31 日受影响的合并资产负债表和母公司资产负债表项目
项目

合并资产负债表
调整前（元）

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

母公司资产负债表

调整后（元）

调整前（元）

137,643,619.43

调整后（元）

126,860,728.04

应收票据

28,821,652.00

28,821,652.00

应收账款

108,821,967.43

98,039,076.04

应付票据及应付账款

314,422,963.70

310,998,572.71

应付票据

426,324.80

426,324.80

应付账款

313,996,638.90

310,572,247.91

②新金融工具准则
根据财政部 2017 年修订并发布的《企业会计准则第 22 号—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财会[2017]7 号）、
《企业会计准则第 23 号—金融资产转移》
（财会[2017]8号）、
《企业会计准则第 24 号—套期会计》
（财会[2017]9
号）和《企业会计准则第 37 号—金融工具列报》（财会[2017]14 号）（以下统称“新金融工具准则”）的规定
和要求，并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 2018 年发布的《关于新金融工具、收入准则执行时间的通知》，境内上市企
业自 2019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新金融工具准则，公司原采用的相关会计政策需要进行相应调整。
根据新旧准则衔接规定，企业应当按照规定对金融工具进行分类和计量，涉及前期比较财务报表数据与新
金融工具准则要求不一致的，无需调整。金融工具原账面价值和在新金融工具准则实施日的新账面价值之间的
差额，应当计入新金融工具准则实施日所在年度报告期间的期初留存收益或其他综合收益。根据新准则规定对
2019 年 1 月 1 日期初调整的报表项目及金额如下：
2019 年 1 月 1 日受影响的合并资产负债表和母公司资产负债表项目
项目

合并资产负债表

母公司资产负债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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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整前（元）
交易性金融资产
其他流动资产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其他非流动资产
其他非流动金融资产

1,285,451,694.38
18,248,400.00
622,523,250.11

调整后（元）
1,272,848,160.59
12,603,533.79

调整前（元）
792,797,308.43
4,800,000.00

22,523,250.11
618,248,400.00

调整后（元）
784,000,000.00
8,797,308.43

4,80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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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年12月19日，公司与大连产权交易所（有限责任公司）、大连市国有资产投资经营集团有限公司、三
寰集团有限公司、良运集团有限公司、大连鼎金企业管理中心（有限合伙）、雪松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雪松控股”）及公司子公司大连金融资产交易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大金所”）共同签署增资扩股协议。
协议约定雪松控股新增注册资本23,077.00万元，增资完成后雪松控股持有大金所69.77%的股权，公司持有大金
所15.12%的股权，大金所不再纳入合并范围。2019年3月15日大金所已收到全部增资款，并于2019年3月23日已
完成工商变更登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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