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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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神州泰岳

股票代码

股票上市交易所

300002

深圳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胡加明

陈溶梦

办公地址

北京市朝阳区北苑路甲 13 号院 1 号楼 22 层 北京市朝阳区北苑路甲 13 号院 1 号楼 22 层

电话

010-84927606

010-84927606

电子信箱

IRM@ultrapower.com.cn

IRM@ultrapower.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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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位：元
本报告期
营业收入（元）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1,295,748,662.01

652,634,066.30

98.5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87,214,565.60

-217,485,190.68

140.1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81,034,494.53

-228,597,939.35

135.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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损益后的净利润（元）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233,216,888.84

2,320,278.77

9,951.24%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448

-0.1109

140.40%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448

-0.1109

140.4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2.42%

-4.26%

6.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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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335,797,166.90

5,282,635,391.54

1.0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3,612,613,274.48

3,723,074,697.60

-2.97%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报告期末股东总数

85,488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
总数

0

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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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李力

境内自然人

9.57%

187,614,004

161,965,503

质押

73,000,000

王宁

境内自然人

5.51%

107,958,612

95,218,959

质押

75,099,996

齐强

境内自然人

3.87%

75,801,373

0

-

-

安梅

境内自然人

3.68%

72,187,352

60,688,014

-

-

中国证券金融股
境内非国有法人
份有限公司

2.77%

54,408,649

0

-

-

北京同舟一号股
权基金（有限合 境内非国有法人
伙）

1.94%

38,000,000

0

-

-

股份状态

数量

黄松浪

境内自然人

1.81%

35,463,070

0

-

-

徐斯平

境内自然人

1.77%

34,691,029

0

-

-

王雅莉

境内自然人

1.75%

34,396,693

0

-

-

万能

境内自然人

1.73%

33,951,154

0

-

-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
自然人王宁先生、李力先生为一致行动人，系本公司的实际控制人。
明
公司股东齐强先生除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 50,801,373 股外，还通过中信证券股份有限
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 25,000,000 股，实际合计持有 75,801,373 股。
公司股东黄松浪先生除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 35,394,070 股外，还通过招商证券股份有
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参与融资融券
业务股东情况说明
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 69,000 股，实际合计持有 35,463,070 股。
公司股东万能先生除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 3,146,157 股外，还通过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
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 30,804,997 股，实际合计持有 33,951,1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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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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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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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 年上半年，受新冠疫情的影响，公司部分业务开展受到短期冲击，公司积极应对，采取各类有效措施，在严防疫
情的前提下，全力保障业务的开展，努力将疫情影响降到最低限度。在面临外部经营市场挑战的同时，公司继续强化内部成
本管控、增强信息化手段，提升精细化管理水平。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总收入 129,574.87 万元，较上年同期上升 98.5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8,721.46 万元，较上年同期上涨 140.10%。报告期内，公司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实现
扭亏为盈，主要原因为：1）公司主要游戏产品《Age of Z》充值流水持续增长，
《War and Order》也刷新自上线以来月充值
流水纪录；2）应收款项信用减值损失较上年同期减少；3）公司强化内部成本管控、细化考核指标、提升精细化管理水平，
取得了阶段性成果。
报告期内，公司核心业务经营情况概述如下：
1、运营商业务
A、面向电信运营商客户打造全新ICT运营产品及解决方案，统一整合了所有技术栈，采用AI、大数据等技术，构建强
大的技术中台、数据中台和业务中台，围绕面向IT、CT、IoT、5G、云网融合等新型运营商网络环境，提供全栈、智能、一
站式解决方案，覆盖ICT运营全域场景。
B、结合公司战略、运营商的业务需求和运营需求，继续推进在5G网络AI算法、5G云管理、新一代网络监控平台，5G
网络切片设计与编排平台，5G消息运营平台等方向重点投入建设。
C、发布泰岳5G消息云平台，该平台具备传统短信、5G消息、微信公众号等多种触达用户的通道，可以根据行业客户
的需求，配置不同的渠道策略，向不同的C端用户发送不同类型的消息，用同一个平台，实现多渠道触达和管理运营的能力；
同时还提供素材、模板等功能模块，满足创建不同类型的5G消息场景，并提供开放的SaaS增值能力，第三方的合作伙伴也
可以在泰岳的平台上提供其SaaS能力，进一步深化丰富5G消息应用场景。
D、数据中心作为“新基建”的重要组成部分被重新提起，作为数字经济的重要基础设施之一，它拥有建设分散、位置偏
远、数量庞大、无人值守等特点，公司推出泰岳无人值守管理解决方案，为数据中心全面护航，守护云端在线业务。
E、在由中国通信标准化协会云计算标准和开源推进委员会主办的“2019金牌运维大会”上，公司参与编撰的《企业IT
运维发展白皮书（2019年）》同时发布。该白皮书收录了公司面向大型企业持续提供IT运维管理服务的经验，阐述了公司的
运维理念，分享了行业实践，同时展示了公司“全栈智能化运营平台”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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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物联网与通信业务
A、继续加强以“智慧线”技术为核心的物联网通信技术的研发，涵盖通信协议、核心算法、深度学习、融合通信以及重
要场景产品解决方案的优化等。
B、发挥与中核及中广核集团的深度战略合作以及已有的先发优势，推进 Nu-WiFi 核专业无线通信系统的应用实践，
持续跟进并加速新核电站项目的签约落地，打造公司智慧核电的品牌力。
C、推进城市综合管廊信息化应用的市场推广，充分发挥与中建集团的战略合作优势，将物联网、云计算、大数据、人
工智能和互联网等先进技术与传统建筑行业充分融合，目前中建智能公司也在研发智慧海绵城市和智慧流域相关的产品和解
决方案，助力城市地下管廊信息化建设，提升该领域的竞争地位。
D、2020 年年初，公司“智慧墙入侵探测系统 ”荣获北京安全防范行业协会、
《首都安全防范》杂志授予的“2019 北京安
防优秀应用品牌入围奖”。
E、响应国家及物联网产业化政策，顺应物联网发展浪潮，深入研究电力物联网业务需求，正式推出变电站智能监测系
统解决方案，深度挖掘电力大数据价值，实现大数据价值增值变现，助力电力行业客户加快推进电网向能源互联网升级。
3、手机游戏业务
A、报告期内，公司继续优化升级现有玩家体验，深耕细作、优化《战火与秩序》的玩法与用户体验，加强海外市场营
销力度，该游戏上线4年多，报告期内再次连续刷新自身月流水新高，2020年上半年总流水较2019年同期增长超10%。
B、重点推出的全球化战争策略手游《Age of Z》自上线以来，各项数据稳步增长中，截至2020年6月，其月流水已达1,660
万美金。
C、报告期内，公司继续开发新产品及打磨发行储备产品，在持续推进现有手游产品运营质量的同时，加大游戏产品研
发力度，积极做好游戏产品储备，进一步丰富公司游戏产品线，为公司游戏业务的可持续发展打下良好基础。
4、人工智能与大数据业务
A、迭代优化“智脑”平台，充分发挥“智脑”平台数据开放共享、算法持续优化、交付成本不断降低的特点，建设“统一数
据空间”、“中央智能体”及智慧化应用，尤其是公安、金融、气象及环保等领域应用解决方案以及大数据智能化建设。持续
深挖人工智能结合大数据的行业价值，充分利用智脑产品的低成本及快速构造能力，同合作伙伴一起打造产业化应用场景。
B、进一步深入加强与中国中文信息学会、计算机学会等的合作，继续全面深入推进中文信息（深度）处理开放创新平
台，扩大影响力。同时作为新一代人工智能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发起成员及NLP推进组组长，也将为新一代人工智能开源
开放平台——OpenI 启智新一代人工智能开源开放平台贡献力量。
C、继续积累在自然语言处理产业应用的样本库及算法资源，建立行业自然语言处理的选型标准，奠定行业领先地位。
D、根据公司沉淀的技术及优势，推出针对不同行业领域的平台解决方案，进一步扩大公司现有平台化产品。
E、疫情爆发后，公司AI团队应贵阳市相关政府部门要求，建设“疫情防控信息采集平台”，短时间内，基于实有人口疫
情预警监测系统的“贵阳市疫情登记平台”以及“智享民生便民服务平台”正式上线。实现了贵阳市内任意交通要道卡口、小区
出入口、大型商业地区的全面覆盖，系统覆盖区域人口超过600万，协助政府收集将近400万人口的准确数据，得到了贵阳市
有关部门的高度评价。
F、2020年初，中科鼎富（北京）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引入2家战略投资者：安徽省智能语音及人工智能创业投资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
、南京中金启泓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并完成迁址安徽省合肥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的工作；同时，
因其经营发展需要，已改名为“鼎富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5、创新业务
A、面向移动WIFI市场，公司小漫WiFi-R9产品荣获德国iF外观设计奖。上半年国际疫情形势严峻，对公司小漫WiFi业
务受到了极大的冲击，但公司积极采取多种措施，与多个国家的市场客户展开洽谈，将不利因素尽最大可能降到最低，同时，
内部做好技术储备，加强计划预算管理，严格控制各项成本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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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面对气象市场，2020年上半年，公司为中国气象局大探中心承建的“天衡”（综合气象观测数据质量控制系统）和
“天衍”（综合气象观测产品分析系统）运行稳定，发挥了及时、精准的气象观测业务能力，也发挥了业务效益，为公司在
观测业务领域深入和持续建设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同时，依托公司的5G消息能力平台，以自身积累的气象行业多年经验为
基础，初步建成5G信息气象服务云平台，与数个省级局签订了合作协议并持续推进各省气象局合作协议签署。
C、云业务领域，在客户方面，公司实现了在媒体、汽车和中小金融等行业的突破，是对公司市场销售的能力及技术服
务能力的认可；同时在AWS的技术储备上，公司成功通过AWS云管工具（Cloud Management Tool, CMT）审核，获得AWS CMT
资质认证，成为继迁移(Migration)、DevOps之后AWS又一重要资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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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计政策变更的内容和原因
财政部于 2017 年 7 月 5 日发布了《关于修订印发的通知》
（财会

审批程序
公司于 2020 年 4 月 27 日召开的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四

，公司独立董
[2017]22 号）
（以下简称“新收入准则”）
，规定境内外 同时上市的企 次会议通过了《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
业以及在境外上市并采用国际财务报告准则或企业会计准则编制

事对会计政策变更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公司本次会

财务报告的企业自 2018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新收入准则，其他境内 计政策变更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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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市企业自 2020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新收入准则。

执行新收入准则对本公司财务报表的主要变化和影响详见“第十一节、财务报告”“五、重要会计政策及会计估计”“32.重要会
计政策和会计估计变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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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期因新设纳入合并范围明细如下：
新设子公司名称
东莞神州泰岳物联网科技有限公司

级次

持股比例（%）

表决权比例（%）

三级

100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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