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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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对本报告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不存在异议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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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长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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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0066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郭镇

邓文韬

办公地址

深圳市南山区科技园长城计算机大厦

深圳市南山区科技园长城计算机大厦

电话

0755-26634759

0755-26634759

电子信箱

stock@greatwall.com.cn

stock@greatwall.com.cn

2、主要财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追溯调整或重述原因
会计政策变更；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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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告期比上年同
期增减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
调整前
营业收入（元）

调整后

调整后

4,136,942,559.46

4,506,830,890.65

4,500,649,054.82

-8.08%

250,772,791.27

285,395,262.16

271,369,622.46

-7.59%

-9,702,870.94

218,786,825.82

220,451,719.98

-104.40%

-260,537,679.32

-820,307,261.54

-822,337,896.95

--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85

0.097

0.099

-14.14%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85

0.097

0.099

-14.14%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3.88%

4.50%

4.16%

-0.2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的净利润（元）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
度末增减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
调整前
总资产（元）

调整后

调整后

14,252,364,116.39

15,201,583,868.55

15,201,583,868.55

-6.24%

6,225,819,418.90

6,674,338,515.40

6,674,338,515.40

-6.7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追溯调整情况说明

2017 年 9 月，公司完成对长城信安的股权收购，长城信安成为公司全资子公司。由于长城信安属于本公司控股股东及
实际控制人中国电子的下属子公司，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20 号—企业合并》，本公司将长城信安去年同期数据纳入合并范
围，并追溯调整可比期间的合并报表。
根据《关于修订印发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通知》（财会[2017]30 号）的规定，公司调整了财务报表的列报，对可比
期间的比较数据进行调整。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单位：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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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2,453 户

不适用

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中国电子信息产业集团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持股比例 持普通股数量
40.91% 1,204,369,909

质押或冻结情况

持有有限售条件
的普通股数量

股份状态

数量

446,890,142

无质押或冻结

0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万
家品质生活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 境内非国有法人
投资基金

0.69%

20,279,435

0

无质押或冻结

0

长城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万
境内非国有法人
能－个险万能

0.62%

18,269,049

0

无质押或冻结

0

东方基金－民生银行－民生加银
境内非国有法人
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0.58%

17,034,571

0

无质押或冻结

0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华
安媒体互联网混合型证券投资基 境内非国有法人
金

0.44%

12,837,604

0

无质押或冻结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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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境内非国有法人
基金

0.40%

11,721,952

0

无质押或冻结

0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万
家新兴蓝筹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 境内非国有法人
投资基金

0.40%

11,676,696

0

无质押或冻结

0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0.34%

9,866,439

0

无质押或冻结

0

境外法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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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投华科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
邮信息产业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 境内非国有法人
投资基金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明（如有）

0.28%

8,229,371

0

无质押或冻结

0

0.27%

8,000,000

0

无质押或冻结

0

公司第一大股东中国电子与上述其它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和一致
行动人；公司未知上述其它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知其是
否属于一致行动人。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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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6、公司债券情况
公司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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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债券的情形。

三、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1、报告期经营情况简介
2018 年上半年，国内外经济形势更加错综复杂，公司经营班子坚决执行董事会的战略部署，攻坚克难，
稳步推进业务整合、管理提升，各项工作按计划执行，加快向高质量发展迈进。
高新电子业务：公司依托现有业务领域的市场优势和技术优势，积极稳固传统业务市场，高新电子订
货同比大幅提升，高新电子业务作为压舱石的作用凸显；在军事通信新市场领域取得突破，连续签订多个
订货合同，顺利进入电子对抗、北斗产品等新兴业务领域。重点科研任务进展顺利，军事通信、海洋信息
安全、军用显示等多个项目按期通过机关评审；加快海洋信息化业务发展，通过集中攻关，多个重点任务
取得阶段性关键成果。
信息安全整机及解决方案业务：自主可控业务加速发展，基于飞腾平台的终端和服务器产品在国家某
重点国产化替代项目中占有率均为第一；实施“点亮工程”，在金融、医疗等多个关键行业成功实现基于
PK 架构产品的软件适配迁移；全力构建应用生态，与百度等行业信息化知名企业协作，打造基于自主可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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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人工智能、政务云等平台和解决方案。基于飞腾平台的终端和服务器产品性能保持领先，服务器架构设
计能力、软件开发能力、产品工程化能力均得到有效提升；因外部因素影响国产化信息系统替代将加速推
进，基于飞腾平台的产品业务将迎来更大发展机遇。公司持续保持在非现金金融智能自助领域的领先地位，
在国有主要大行保持市场份额第一，区域银行市场订单实现翻倍增长，公司依托自身技术优势，在保险、
税务等领域取得突破，新零售领域业务崭露头角，成功推出相关产品并开始试点运行。医疗电子加快业务
转型步伐，数字化病房、
“智慧医疗云”等业务在重点市场成功打造多个精品项目。
电源业务：公司电源业务保持了持续增长势头，产品高端化、市场国际化战略取得进一步突破，与行
业内知名企业建立良好合作关系；紧抓云计算和大数据产业发展机遇，服务器电源实现持续的高速增长；
PC 电源实现逆势增长，LED 等工业类电源取得进一步突破。
园区与物业服务：公司在满足自身经营需要的基础上，积极盘活房产资源，开发优质客户，提升房产
出租效益；按计划推进中电长城大厦相关建设、销售工作，未来公司园区与物业业务将得到进一步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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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报告期内，公司通过北京产权交易所以公开挂牌的方式转让全资子公司深圳市湘计长岛电脑设备有限
公司 100%股权；下属公司深圳普士科技有限公司完成工商注销；两家公司不再纳入公司合并范围。

特此公告

中国长城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八年八月三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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