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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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级管理人员对本年度报告无异议。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报告的董事会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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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澄天伟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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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0689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宋嘉斌

凡梦莹

办公地址

深圳市南山区商业文化中心区天利中央商 深圳市南山区商业文化中心区天利中央商
务广场（二期）C-2604
务广场（二期）C-2604

电话

0755-86595001-8004

0755-86595001-8004

电子信箱

sec@ctwygroup.com

sec@ctwygroup.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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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6,240,382.24

137,007,668.05

14.0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25,547,167.70

26,608,961.74

-3.9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后的净利润（元）

21,775,286.28

25,037,527.96

-13.03%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18,749,635.48

21,097,692.51

-11.13%

0.3757

0.5217

-27.99%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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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3757

0.5217

-27.99%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4.67%

9.45%

-4.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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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20,961,684.06

602,212,190.47

3.1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542,211,384.54

534,679,391.63

1.41%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报告期末股东总数

14,5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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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深圳市澄天盛业
境内非国有法人
投资有限公司

41.25%

28,050,000

28,050,000

冯学裕

境内自然人

10.26%

6,977,667

6,977,667

景在军

境内自然人

8.91%

6,055,995

6,055,995

深圳市澄天伟业
投资企业（有限 境内非国有法人
合伙）

3.96%

2,692,749

2,692,749

冯澄天

3.61%

2,456,160

2,456,160

东莞市国龙实业
境内非国有法人
投资有限公司

3.00%

2,040,000

2,040,000 质押

徐士强

境内自然人

2.15%

1,461,813

1,461,813

冯士珍

境内自然人

0.93%

632,808

632,808 质押

冯学平

境内自然人

0.93%

632,808

632,808

张世玉

境内自然人

0.25%

171,100

境内自然人

数量

2,040,000

590,700

1、冯学裕投资并控制澄天盛业和澄天伟业投资，持有澄天盛业 65%股权，同时持有澄
天伟业投资 37.83%的出资份额、是澄天伟业投资的执行事务合伙人；
2、冯澄天，是冯学裕女儿，同时持有澄天盛业 35%的股权；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
说明

3、冯士珍，是冯学裕的姐姐，是徐士强的配偶。
4、景在军，是冯士珍、徐士强的女婿，同时持有澄天伟业投资 8.16%的出资份额；
5、冯学平，是冯学裕的哥哥。
6、冯学裕与存在亲属关系的自然人股东之间不存在一致行动安排。
7、除上述关联关系之外， 未知其他股东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知其他股东之间是否
属于《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中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1、公司股东张世玉直接通过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
有 171,100 股。

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参与融资融券 2、公司股东刘志鸿直接通过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
业务股东情况说明（如有）
有 168,000 股。
3、公司股东张珽直接通过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
86,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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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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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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否
2018年上半年，我国GDP总量418,961.1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6.8%。公司所处的智能卡行业，呈现稳健向上发展的态
势。
上半年，面对复杂国际贸易形势，公司继续贯彻“延伸产业链、拓展新领域”的发展战略，在董事会领导和管理层的带领
下，把握智能卡应用领域不断延伸的行业发展趋势，坚持以公司传统优势的智能卡生产为发展基础，在持续提升智能卡硬件
业务市场份额的同时，进一步延伸产业链，发展金融IC卡和物联网模块业务、加大投资物联网应用和信息系统等领域。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15,624.04万元，同比增长14.04%；净利润2,554.72万元，同比下降3.99%。公司具体经营
情况如下：
（一）优化产品结构，落实“延伸产业链、拓展新领域”战略，积极进行市场开拓
公司致力于成为全球领先的智能卡产品和软件系统解决方案服务企业，努力实现协助客户在互联程度日益加深的信息世
界中建立互信的愿景。公司在巩固现有业务、加深与客户合作的基础上，制定“延伸产业链、拓展新领域”的发展战略。
1、智能卡硬件业务
报告期内，公司在巩固智能卡硬件产品的市场份额的基础上，持续加大智能卡硬件生产能力的投入，进行生产线技术改
造，进一步提升生产工艺自动化水平，提高生产效率与产品良品率，初步实现智慧工厂主要生产线的搭建。
同时，公司积极响应“一带一路”国家战略，深化公司现有的国际化发展格局，于印度尼西亚雅加达地区的智能卡生产中
心已完成选址并开展项目建设，进一步贴近客户，快速反应客户的需求，为客户提供快捷优质的服务，满足客户大批量采购
要求，进一步提升产品的交付速度。
2、智能卡信息个人化软件服务及综合制卡服务
报告期内，公司持续加大对信息个人化中心的升级和研发投入，进一步提升公司提供信息个人化服务的产能，使公司产
品进一步向产业链下游延伸，丰富公司产品和服务种类，开拓产品应用新领域,从而进一步优化公司收入结构。
同时，随着国内金融IC卡需求进一步上升，公司为合作伙伴提供的综合制卡服务内容进一步多元化，综合制卡服务收入
持续上升。
（二）完善流程体系建设，提升协同能力
公司以满足客户多元化的产品和服务需求为经营服务理念，不断完善公司生产与管理流程体系的建设，提升智能卡硬件
产品和信息个人化服务的模块化与信息化水平，提升公司内部协同能力，进一步提升公司的规模竞争优势与客户黏性。
（三）加大研发创新投入，提升核心竞争力
公司产品及服务终端应用主要为移动通信、金融支付和公共事业领域，公司致力于为客户提供高品质的产品和迅捷的服
务。报告期内，公司持续加大对研发创新的投入，加强研发创新人才的团队建设。公司将进一步顺应行业发展趋势，根据客
户需求，加大对新技术的研发投入，优化公司产品结构，拓展公司产品和服务的新应用领域，提升公司核心竞争力。
（四）完善公司治理，积极与投资者沟通，进一步提升公司形象
报告期内，公司严格按照相关法律、行政法规以及监管要求，不断完善公司治理。加强募集资金管理，提升信息披露质
量。报告期内，公司根据相关法律、行政法规及时更新相关治理文件，并积极通过各种渠道与投资者沟通、接待投资者调研
交流，加深投资者对公司的了解，进一步提升公司的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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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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报告期内合并报表新增一家控股孙公司。
2018年1月16日公司总经理决定由全资子公司香港澄天伟业科技有限公司与PT.Berkah Tiara Sentosa、Mr.Ddi Harsono共
同出资在印度尼西亚投资设立印度尼西亚澄天伟业有限公司，从事智能卡业务。按照出资比例，香港澄天伟业科技有限公司
占印度尼西亚澄天伟业有限公司65%的股权。印度尼西亚澄天伟业有限公司于2018年04月24日于印度尼西亚完成工商登记手
续，并取得当地颁发的《营业执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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