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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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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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科曙光 603019 无 

 

联系人和

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聂华 王伟成 

电话 010-56308016 010-56308016 

办公地址 北京市海淀区东北旺西路8号院36号楼 北京市海淀区东北旺西路8号院36号楼  

电子信箱 investor@sugon.com investor@sugon.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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643,035,046.86 10,087,454,247.20 -4.4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

产 
3,319,500,705.41 3,146,776,444.60 5.49 

 本报告期 

（1-6月）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 

同期增减(%)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

额 
-243,937,002.77 -621,570,577.02 不适用 

营业收入 3,405,216,243.80 2,159,419,506.07 57.6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 
146,252,589.81 67,740,942.05 115.9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

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71,415,166.12 59,005,928.99 21.03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4.51 2.32 增加2.19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23 0.11 109.09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23 0.11 109.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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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3,6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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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中科算源资产管理有

限公司 

国有法

人 
21.32 137,075,796 0 无 0 

北京思科智控股中心 
国有法

人 
4.41 28,360,510 0 无 0 

历军 
境内自

然人 
3.90 25,106,426 0 无 0 

聂华 
境内自

然人 
2.89 18,559,164 0 质押 3,400,000 

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

转持二户 

国有法

人 
2.33 15,000,000 0 无 0 

天津天富创业投资有限公

司 

境内非

国有法

人 

1.84 11,804,420 0 无 0 

杜梅 
境内自

然人 
1.76 11,317,028 0 无 0 

葛卫东 
境内自

然人 
1.56 10,005,000 0 无 0 

史新东 
境内自

然人 
1.09 6,991,500 0 质押 4,850,000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汇添富移动互联股票

型证券投资基金 

境内非

国有法

人 

0.78 5,032,707 0 无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中科算源与思科智存在关联关系（双方关联关系详见

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招股说明书》第五章第七部分），

其他股东未知是否有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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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3.1 经营情况的讨论与分析 

近年来，围绕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国内各行业信息化相关重大项目陆续启动，对自主可

控的新一代信息技术相关产品与服务的需求显著提升。在此背景下，公司继续加大研发投入，进

行营销资源整合，提升产品品质，各项主营业务稳步发展。 

2018年，在公司董事会的科学规划与决策下，管理层积极贯彻落实股东大会、董事会的各项

决议，行使公司章程赋予的各项职能，尽职尽责、高效实施、团结带领全体员工共同努力，围绕

主营业务开展了卓有成效的工作，促进了公司持续稳定发展。 

2018年 1-6 月，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34.05亿元，同比增长 57.69%；利润总额 1.72亿元，同

比增长 93.36%；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46亿元，同比增长 115.90%；扣非后归属于上市

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0.71亿元，同比增长 21.03%。报告期内公司主要工作如下： 

1、围绕主营业务加大技术和产品研发投入 

报告期内，公司持续针对高端计算机、存储、云计算、大数据、自主软件等开展研发工作，

掌握了大量高端计算机、存储和云计算领域核心技术，在本领域实现国内领先并达到国际先进水

平。 

2017 年 6 月，公司与南京江宁经济技术开发区管理委员会签署《投资合作框架协议》，建设

运营“中科曙光（南京）研究院暨东部产业基地”项目。加强“百城百行”的解决方案创新及新

技术应用创新。  

2017 年 10 月，公司与青岛崂山区开展相关产业合作，在青岛成立中科曙光国际信息产业有

限公司，将建立“中科曙光全球研发总部基地”，开展先进计算、人工智能、大数据等相关产品研

发。 

2017年末，公司与中国科学院控股有限公司、昆山高新集团有限公司等单位合作成立中科可

控信息产业有限公司，在安全可控领域积极布局。 

2、推进“数据中国”战略，实施核心技术与商业模式双创新 

公司在 2015年初提出的“数据中国”战略，制定了从技术到商业模式的全面创新方案，致力

于由硬件设备提供商逐步向领先的数据综合服务商进军。2016年，公司在强化核心技术创新的同

时，积极探索商业模式创新，推出“数据中国加速计划”，建设“城市云品牌连锁”、“智慧城市联

合体”，云服务、大数据服务能力显著提升。 

2017 年，公司启动“数据中国智能计划”，继续深化“大计算”和“大数据”两大核心业务

体系，全面布局人工智能，实施“城市云中心”、“先进计算中心”双平台联动，围绕先进计算领

域进行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的全面创新。旨在运用新一代智能计算技术，加速数据

转换成智慧知识及智能服务，从而更快实现“让全社会共享数据价值”的愿景。 

3、向上游延伸，致力于突破核心技术困局 

随着我国对通用信息化技术的全面掌握，制约本行业进一步发展的瓶颈主要是行业上游对核

心技术的高度垄断。公司致力于形成完整的、全自主可控的新一代信息技术体系，寻求改变上游

受制于人的局面。2017 年 1月，国家发改委同意公司筹建“先进微处理器国家工程实验室”，2017

年 9月，获批核高基重大专项“超级计算机处理器研制”，为公司后续突破核心技术困局创造了良



好条件。 

4、向下游延伸，孵化创新型企业 

公司在“四个大数据”方面进行全面部署，为产品技术与行业应用的深度结合创造了良好局

面。公司瞄准重点领域，与拥有深度行业积累的战略伙伴一起，成立创新型企业，谋求对细分行

业领域的深入参与。公司在环保大数据领域投资中科三清，在空天大数据领域投资航天星图，面

向安全大数据领域设立子公司曙光网安，孵化了一批创新型企业。 

5、参与国家大项目建设 

依托公司在高性能计算领域的深厚积累，公司积极参与国家大科学装置“地球系统数值模拟

装置”的前期预研与立项申请，该装置建成后，将大幅提升我国大气、环保、海洋等诸多领域的

创新能力，成为地球科学领域重要的共享平台、大数据聚集平台、创新与产业化平台。该项目于

2017年 3月获得国家发改委立项批复，近期将正式开工建设。 

2017年，公司申报了国家发改委 2018年“互联网+”重大工程“面向深度学习应用的开源平

台建设及应用项目”，2018 年 1 月获得立项批复。该项目将研究面向深度学习应用的开源平台关

键技术，研制开源平台系统软件，完成图像识别、语音识别、自然语言理解、城市智慧服务、科

学大数据等 10类以上的人工智能应用示范验证。 

2018 年 6月，公司获批工信部“2018年智能制造综合标准化与新模式应用项目”，研发建设

“自主可控先进计算设备智能工厂”。 

 6、提升品牌影响力 

报告期内，公司不断加强品牌建设，品牌影响力持续提升，荣获“2017中国互联网经济年度

品牌”、“2017 中国 ICT 产业领军企业”、“2017 年度中国 ICT 产业影响力企业”、“2017 年中国互

联网经济年度品牌”、“2017中国大数据百强企业”、“2017中国最佳学习型企业”等诸多荣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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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