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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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对 2019 年半年度报告及摘要无异议，全体董事亲自出席了审议本次半年报的董事会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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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脉科技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002093

股票代码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程伟熙

张文斌

办公地址

福建省福州市江滨东大道 116 号

福建省福州市江滨东大道 116 号

电话

0591-87307373

0591-87307399

电子信箱

zq@gmiot.com

ir@gmiot.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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告期
255,202,647.78

640,707,022.49

-60.1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72,765,692.16

102,795,783.12

-29.2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元）

55,140,905.43

78,132,461.68

-29.43%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1,355,041.29

-58,326,952.08

97.68%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722

0.1039

-30.51%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722

0.1020

-29.22%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2.26%

3.36%

-1.10%

营业收入（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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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
减

上年同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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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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69,635,387.84

4,517,540,557.63

-7.7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3,306,213,844.59

3,176,353,457.65

4.09%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单位：股
80,135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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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林惠榕

境内自然人

21.90%

220,653,000

质押

80,081,699

陈国鹰

境内自然人

21.56%

217,234,000

质押

146,700,000

福建国脉集团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5.71%

57,558,348

质押

45,192,590

林金全

境内自然人

5.46%

54,992,258

北京中财裕富投资管理有限
公司－中财定增宝 5 号私募
基金

其他

2.51%

25,314,541

兴瀚资产－兴业银行－兴业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其他

1.32%

13,317,814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中证 500 交易型开放式指
数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0.62%

6,252,560

隋榕华

境内自然人

0.57%

5,716,256

龚维松

境内自然人

0.43%

4,338,800

陈学华

境内自然人

0.34%

3,471,800

12,776,832

2,603,85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林惠榕女士系陈国鹰先生之妻，林金全先生为陈国鹰先生岳父，陈
国鹰先生系福建国脉集团有限公司的实际控制人，陈国鹰先生、林
惠榕女士、林金全先生及福建国脉集团有限公司为公司一致行动
人，合计持有公司 54.63%股份。除上述情况外，未知其他股东是否
存在关联关系，也未知是否属于一致行动人。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明（如有）

公司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中，龚维松通过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
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票 4,338,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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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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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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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有有限售条
件的股份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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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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6日，工信部向中国电信、中国移动、中国联通、中国广电发放5G商用牌照。我国正式进入5G商用元年，各
通信运营商启动5G网络大规模建设，积极推动万物互联的通信基础设施构建，通信行业将因此继续保持蓬勃快速发展。作
为国内专业的通信网络技术服务商，公司持续为运营商提供专业技术服务二十余年，已经做好充足的技术和人力资源储
备，积极参与运营商5G网络建设，公司紧抓5G发展机遇，集中精力加强5G、物联网业务发展，提高公司的行业地位和综合
竞争实力。
报告期公司经营情况如下：
（一）业务结构优化成效显著，业绩拐点如期出现
公司在报告期内聚焦5G、物联网发展战略，公司业务结构优化效果显著，毛利率、净利率创近五年新高，资产负债率
持续下降，截至上半年末资金和可用授信额度充足，公司集中人力、财务、技术资源聚焦5G、物联网相关核心业务的布局
与拓展，打造高品质的科技企业；2019年半年度公司实现营业收入25,520.26万元,同比下降60.17%；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利润为7,276.57万元,同比下降29.21%，连续两个季度净利润环比增长,报告期环比2018年下半年增长165.14%；综合毛
利率由去年同期的39.13%提升至63.69%，归母净利率由去年同期的16.04%提升至28.51%，均创近五年新高。
1、净利环比持续增长，经营业绩步入上升期
自2018年开始公司主动优化业务结构，对非战略核心业务以及毛利率相对较低的业务进行处置，结构优化成效显著，
2019年连续两个季度归属上市公司股东净利润环比增长，2019年上半年归属上市公司股东净利润环比2018年下半年增长
165.14%。
2、经营效率创新高，毛利率引领行业
报告期综合毛利率高达63.69%（较去年同期增加24.56%）
，归母净利率达28.51%，均创近五年新高。根据WIND数据统
计，截至本公告提交日公司毛利率居5G板块第一、通信行业第二，净利率居5G和通信板块前三，公司经营效率大幅提升。
3、费用管控效果良好，财务状况愈加稳健
报告期费用总额同比下降20.66%，为近5年新低，费用管控效果良好；资产负债率仅为21.08%，财务状况愈加稳健。报
告期末公司资金和可用授信额度充足，成功的并购融合经验结合福州理工学院的人才优势，充分利用上市公司平台，积极
寻找优秀的行业合作伙伴加速高毛利、高壁垒的5G规划设计业务发展。
4、教育规模持续扩大
上年末福州理工学院在校生达到7132人。报告期学院新增本科专业5个，本科专业累计达到25个，2019-2020学年教育
主管部门批复招生指标3800人，较上一学年新增30.14%。理工学院现阶段规划可容纳学生12000人，随着本科专业的逐步新
增和招生指标的增长，办学规模持续扩大，教育收入将持续增加。
（二）5G、物联网技术研发能力持续提升
公司以理工学院为研发创新基地，持续投入，加强在5G、物联网等公司未来发展方向上的相关技术、运用场景和运营
模式研究和开发；加强信息通信技术的储备和研究，特别是5G关键技术、5G承载网、核心网等相关课题研究，并积极参与
运营商5G网络建设；重点关注关键技术的研究、跟踪、研发以及人员培养，从技术上保证了公司在信息通信技术服务、跨
行业物联网综合解决方案等业务的需求，同时提升公司跟踪前沿科技的综合实力，推动公司自主科技创新水平的不断提
高。
报告期福州理工学院产学研研究课题32项，同比增长19%，创新创业项目32项，同比增长28%，其中国家级项目5项，发
表论文50篇，同比增长22%；公司确立研发项目14项，获得知识产权6项，其中发明专利2项，软件著作权4项，截至本报告
期末公司累计获得各类知识产权共计104项。
（三）产教融合成效显著
报告期内，公司坚持产教融合的新路径，坚持产学研、产教深度融合。学院目前建设有物联网产业专业群和云计算与
大数据产业专业群，在物联网工程、电子信息工程、通信工程、网络工程、软件工程和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等的专业设置、
人才培养、科研等方面与公司的物联网发展战略紧密结合，成为公司研发创新、物联网业务场景应用以及人才培养的基地
与创新项目孵化平台。学院在产、学、研深度融合的模式为公司业务和技术发展带来的良好的协同效应，支撑公司战略发
展，同时也促进了福州理工学院学科建设与发展。
2019年上半年，公司受邀参加第二届数字中国建设峰会、中国海峡项目成果交易会，公司现场运用5G技术与福州理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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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院远程视频直播，展示物联网、健康智能养老领域的成果，集中展示了公司最新产品与技术。第十届全国软件和信息技
术专业人才大赛，共吸引来自清华大学、北京大学、上海交通大学、东北大学、福州理工学院等在内的1000多所高校6万余
名参赛选手参加，共有约6000名选手参加决赛。福州理工学子荣获视觉艺术设计赛动画设计类金奖1个、一等奖1个，平面
设计类一等奖1个，5项二等奖、2项三等奖和1项优秀奖，福州理工学院荣获全国艺术设计专业人才大赛优胜学校荣誉称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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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根据财政部文件规定，自2019年1月1日起开始执行《企业会计准则第22号——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
、
《企业会计
准则第23号——金融资产转移》
、
《企业会计准则第24号——套期会计》
、
《企业会计准则第37号——金融工具列报》四项新
金融工具会计准则。
（一）本次会计政策变更的主要内容
1、以企业持有金融资产的“业务模式”和“金融资产合同现金流量特征”作为金融资产分类的判断依据，将金融资产由现
行“四分类”变更为“以摊余成本{计量的金融资产”
、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其他综合收益的金融资产”和“以公
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三分类；
2、调整“非交易性权益工具投资”的会计处理，允许企业将“非交易性权益工具投资”指定为“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
计入其他综合收益”进行处理，但该指定不可撤销，且在处置时应将之前已计入其他综合收益的累计利得或损失转入留存
收益，不得结转计入当期损益；
3、将金融资产减值会计处理由“已发生损失法”改为“预期损失法”
，要求考虑金融资产未来预期信用损失情况，从而更
加及时、足额地计提金融资产减值准备；
4、进一步明确金融资产转移的判断原则及其会计处理；
5、套期会计准则更加强调套期会计与企业风险管理活动的有机结合，更好地反映企业的风险管理活动。
（二）本次会计政策变更对公司的影响
根据新旧准则衔接规定，企业无需重述前期可比数。因此，公司于2019年初变更会计政策，自2019年第一季度起按新准则
要求进行会计报表披露，不重述2018年可比数，本次会计政策变更不影响公司2018年度相关财务指标。
1、执行新金融工具准则对本期期初资产负债表（合并）相关项目的影响列示如下：
项目

2018年12月31日

其他应收款

11,275,275.90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92,000,000.00

其他权益工具投资
递延所得税资产
未分配利润

不适用

2019年01月01日

调整数

11,211,093.47
不适用

-64,182.43
-92,000,000.00

92,000,000.00

92,000,000.00

92,475,797.70

92,486,001.05

10,203.35

708,452,798.13

708,398,819.05

-53,979.08

2、执行新金融工具准则对期初资产负债表（母公司）相关项目的影响列示如下：
项目
其他应收款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其他权益工具投资
递延所得税资产
未分配利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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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12月31日
762,435,211.58
92,000,000.00
不适用

2019年01月01日
762,397,408.10
不适用

调整数
-37,803.48
-92,000,000.00

92,000,000.00

92,000,000.00

5,816,090.74

5,821,761.26

5,670.52

750,829,731.87

750,797,598.91

-32,132.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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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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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陈学华
2019 年 8 月 2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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