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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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异议声明
姓名

职务

内容和原因

声明：
除下列董事外，其他董事亲自出席了审议本次半年报的董事会会议
未亲自出席董事姓名

未亲自出席董事职务

未亲自出席会议原因

被委托人姓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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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国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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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0130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宋菁

方媛

办公地址

深圳市福田区深南路车公庙工业区泰然劲 深圳市福田区深南路车公庙工业区泰然劲
松大厦 17A
松大厦 17A

电话

0755-83481391

0755-83481391

电子信箱

songjing@nexgo.com.cn

fangyuan@nexgo.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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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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告期
营业收入（元）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505,247,799.78

536,085,683.13

-5.7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31,108,697.22

34,353,389.04

-9.4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后的净利润（元）

28,226,346.64

30,362,492.65

-7.04%

-73,598,393.02

7,764,474.74

-1,047.89%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3

0.150

-13.33%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3

0.150

-13.33%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2.09%

2.68%

-0.59%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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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82,342,716.06

2,796,758,012.45

-4.0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1,512,664,363.14

1,455,175,355.33

3.95%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报告期末股东总数

21,6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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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数量

刘祥

境内自然人

31.95%

76,640,000

57,480,000

江汉

境内自然人

10.59%

25,405,760

19,054,320 质押

13,050,000

杨艳

境内自然人

4.75%

11,400,000

0 质押

5,900,000

刘亚

境内自然人

3.86%

9,260,000

0 质押

8,999,800

李霞

境内自然人

3.81%

9,146,500

0

林秀莲

境内自然人

1.07%

2,574,346

0

栾承岚

境内自然人

0.91%

2,172,900

2,172,900

刘必兰

境内自然人

0.89%

2,145,654

0

吴昊

境内自然人

0.58%

1,391,000

0

李林杰

境内自然人

0.57%

1,360,000

1,360,000 质押

370,000

刘亚先生为刘祥先生之弟弟，江汉先生为刘祥先生妹妹之配偶，杨艳女士为刘亚先生之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
说明

配偶，杨艳女士与刘亚先生为一致行动人；除此之外，上述股东之间不存在其他关联关
系或属于《上市公司股东持股变动信息披露管理办法》规定的一致行动人情形。
公司股东胡燕英除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 0 股外，还通过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明
（如有）

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 970,400 股，实际合计持有 970,400 股；公司股东刘伟除通过
普通证券账户持有 5,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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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00,000 股，实际合计持有 905,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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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1）公司债券基本信息
债券名称

债券简称

债券代码

到期日

债券余额（万元）

利率

深圳市新国都
技术股份有限
公司 2016 年面
向合格投资者

16 新国都

112379

2019 年 04 月 15 日

40,000

5.60%

公开发行公司
债券

（2）公司报告期末和上年末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万元
项目

本报告期末

资产负债率

上年末
42.79%

项目
EBITDA 利息保障倍数

本报告期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末增减
47.21%

上年同期
4.01

-4.42%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4.3

-6.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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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 年，公司继续按照“实体经济结合虚拟经济，以实体经济为本，虚拟经济为变现方式”的战略方针，充分把握电子
支付市场新机会，重点推广公司首款智能 POS N5 在市场的影响力，进一步拓展和深入海外市场，同时继续实施集团战略转
型计划，力争战略尽快落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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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505,247,799.78 元，实现净利润 31,108,697.22 元。公司的主要经营工作开展如下：
（1）产品和技术研发方面，公司持续投入大量研发资金，加强研发管理能力，通过 IPD 优化项目对产品开发流程进行全方
位改进，制定结构设计、稳定性设计指导方法和安全设计规范，提高产品设计可靠性和稳定性，从而满足市场严格的安全保
护需求。公司研发中心完成部门组织架构优化工作，成立技术开发团队，将产品开发与技术开发分开，降低产品开发风险，
提升技术开发的深度。通过严格的项目管控和优化改造，完善产品上市管理，对 POS 终端开机速度、装机效率、用户体验
等各项性能指标进行优化，在主流厂商中位列前茅。
在新技术研发方面，公司基于新一代云平台技术架构的大型交易结算支撑系统平台已初具雏形，该平台以大数据收集、
存储、分析为基础功能设计，开发完成后将可覆盖全交易过程。该数据平台与公司设备结合使用，可有效为客户降低运营成
本，辅助客户提升运营效率。此外，公司在支付、第三方收单、智能硬件、生物识别、云服务、征信、金融等领域积极推进
技术融合、创新以及应用方案落地。目前，公司已有 POS 终端能够受理主流手机指纹支付的新需求。
报告期间，公司投入研发费用 64,860,242.47 元 ，比上年同期增加 3.09%，占本期营业收入的 12.84%。
（2）市场方面，国内市场方面，2017 年市场价格竞争仍然激烈， 公司市场部门通过利用现有资源挖掘更多市场空间，大
力发展新客户。调整产品销售组合方案，重点推广智能 POS。在海外业务开展方面，公司在海外产品技术支持及维护、海
外市场新产品研发、海外产品国际测试认证、准入和海外市场拓展这几个方面增加投入，同时加强海外市场售后服务体系建
设投入，巩固已有市场订单，开拓新市场业务。布局海外销售渠道和品牌，加快进入步伐，加大品牌宣传力度，重点提高订
单覆盖区域售后服务水平。
（3）生产管理方面，采购制造管理中心以打造低成本，高质量，快速响应的供应体系为核心价值，通过生产效率提升、生
产直通率提升、工艺优化等活动与项目，进一步提升整体工效与品质。品质管控方面，针对生产问题点进行改善，产品直通
率有所提升。此外通过风控管理、业务优化等手段提升部门内部管理能力，显著提升人均效能。
（4）继续整合电子支付产业链上下游核心资源
公司已储备生物识别技术以及物联网云技术等，在已有技术资源基础上，公司继续探寻技术变现的商业机会，对已有
相关技术进行整合，并与支付相结合。2017 年里，公司继续跟进电子支付市场技术的发展方向，提前做好相关技术的研发
布局工作，同时公司也会加强创新支付技术的研发工作。在技术领域方面，本年度公司计划继续重点关注智能硬件、大数据、
人工智能、生物识别等相关领域技术。
（5）加强投后管理工作、突显各板块业务之间的协同性
在新国都集团战略转型计划里，产业并购以及核心技术并购对集团战略落地有着重大积极促进和推动作用，为了更好
的和并入公司业务资源达到战略合作、协同促进作用，投后管理的工作就起到了关键作用，在 2017 年里，公司计划通过更
有效的投后管理工作，使各板块之间协同发展、共荣共生、相互促进，真正突显协同效应。
2017 年上半年，公信诚丰向公司分配利润人民币 28,000,000 元。公司于 2016 年 5 月以 50,000 万元收购公信诚丰 100%
股权。公信诚丰是国内领先的基于互联网业务形态的身份认证、运营内容和业务审核服务的提供商，专注于提供基于大数据
技术的社会信用数据服务。
2017 年上半年，浙江中正向公司分配利润人民币 23,000,000 元。2017 年 6 月，中国安全技术防范认证中心和公安部检
测中心在公安部第一研究所第一会议室召开了《居民身份证指纹采集器和指纹应用算法质量一致性评测工作会议》，会议工
作安排自 2018 年 1 月 1 日起，居民身份证阅读机具需带指纹核验功能，对于未具备指纹核验功能的居民身份证阅读机具产
品停止监督评价，并对相应的证书予以撤销或注销。浙江中正公安部二代证项目厂审资质已顺利通过，中正智能成为指纹采
集仪、指纹比对算法、二代证模块三合一厂商，未来几年二代证市场是战略重点，为公司快速壮大提供了有力支撑。
（6）完善集团化进程，继续加强集团品牌体系建设
在 2016 年里，公司已经完成把金融 POS 业务从母公司剥离的工作，目前，公司各个业务板块并驾齐驱。2017 年，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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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继续完善集团化进程的工作，优化内部管理，真正以集团化的形式进行运营。另外，在集团化进程落地过程中，公司设立
品牌管理部，继续加强新国都品牌形象打造和宣传工作。
（7）继续加强管理团队能力建设，树立属于新国都的特色文化
集团公司的业务正在快速的发展，战略转型逐渐落地，已布局多个业务领域，集团生态体系雏形显现，在这过程中对
管理团队的能力要求加大，集团公司计划为了配合公司多元化战略业务布局的发展，在相关领域培养和招募专业人才，确保
公司的战略发展顺利进行。明确奖惩机制，对业绩有贡献的团队进行积极激励，充分调动员工的积极性，实实在在地把员工
的利益和集团公司利益绑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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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根据财政部在今年 5 月份发布修订的《企业会计准则第 16 号——政府补助》，该准则自 2017 年 6 月 12 日起施行，
2017 年 1 月 1 日起新增的政府补助相应调整会计核算。本次修订增加了关于政府补助的会计处理方法选择。
2、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16 号——政府补助》（财会〔2017〕15 号）的要求，与企业日常活动相关的政府补助，应
当按照经济业务实质，计入其他收益或冲减相关成本费用。与企业日常活动无关的政府补助，应当计入营业外收支。由此，
公司将相应政府补助金额从利润表“营业外收入”项目调整为利润表“其他收益”项目列报，调减“营业外收入”2017 年半年度发
生额 25,152,073.54 元，调增“其他收益”2017 年半年度发生额 25,152,073.54 元。该变更对公司 2017 年半年度财务状况、经
营成果和现金流量无重大影响。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16 号——政府补助》（财会〔2017〕15 号）的要求，财政部门将贴息资金直接拨付给企业，企
业应当将对应的贴息冲减相关借款费用。故公司冲减“财务费用”2017 年半年度发生额 800,000 元，调减“营业外收入”2017
年半年度发生额 800,000 元 。该变更对公司 2017 年半年度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无重大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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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年度新设控股子公司深圳市新国都末微技术服务有限公司，新设全资孙公司长沙法度互联网科技有限公司、杭州中
宗电子有限公司，以上三家公司纳入合并报表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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