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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亚联发展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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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亚联发展 股票代码 002316 

股票上市交易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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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华建强 王思邈 

办公地址 
深圳市南山区粤海街道高新区社区科技南

一路 28 号达实大厦 1902 

深圳市南山区粤海街道高新区社区科技南

一路 28 号达实大厦 1902 

电话 0755-26551650 0755-26551650 

电子信箱 asialink@asialink.com wsmiao@asialink.com 

2、主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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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元） 2,098,064,508.97 1,651,971,101.86 27.0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37,536,549.69 36,253,732.37 3.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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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的净利润（元） 
27,708,741.66 29,238,321.62 -5.23%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217,755,130.13 433,930,807.97 -49.82%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955 0.0922 3.58%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955 0.0922 3.58%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4.19% 4.26% -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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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49,980,097.63 3,164,587,742.78 9.0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911,736,171.62 879,565,903.40 3.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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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4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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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嘉兴乾德精一

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

人 
19.84% 78,000,000 78,000,000 质押 52,260,000

黄喜胜 境内自然人 7.30% 28,692,110 21,519,082  

键桥通讯技术

有限公司 
境外法人 6.10% 23,990,806 0 质押 23,990,800

王雁铭 境内自然人 5.00% 19,655,800 0  

叶春华 境内自然人 3.22% 12,670,400 0  

国通信托有限

责任公司－国

通信托·恒升

318号证券投资

集合资金信托

计划 

其他 2.12% 8,352,361 0  

刘伟 境内自然人 2.07% 8,138,416 0  

胡兰 境内自然人 1.12% 4,414,306 0  

深圳精一投资

管理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1.00% 3,931,200 0  

李春辉 境内自然人 0.92% 3,605,921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

的说明 

公司实际控制人刘辉女士通过“国通信托•恒升 318 号证券投资集合资金信托计划”（以下简

称“本信托计划”）持有公司股份，刘伟为公司实际控制人刘辉女士的姐姐，深圳精一投资

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深圳精一”）为嘉兴乾德精一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

称“乾德精一”）的普通合伙人、执行事务合伙人，深圳精一为公司实际控制人刘辉女士控

制的企业。乾德精一与本信托计划、刘伟、深圳精一构成一致行动人。本公司未知其他股

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知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属于《上市公司股东持股变动信息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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露管理办法》中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

明（如有） 

报告期末，公司股东刘伟除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份 142,000 股外，还通过招商证

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份 7,996,416 股，实际合计持有

8,138,416 股。公司股东胡兰除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份 281,635 股外，还通过招商

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份 4,132,671 股，实际合计持有

4,414,306 股。公司股东深圳精一投资管理有限公司通过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

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份 3,931,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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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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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软件与信息技术服务业 

（1）主营业务分析 

2019年上半年，公司依托专网通信业务和金融科技业务双轮驱动，在夯实专网通信业务的基础上，大力发展金融科技业

务。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总收入210,486.25万元，较同期增长27%，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3,753.65万元，较

同期增长3.54%，公司业务规模及资产规模均有所提升。 

（2）报告期内主要工作回顾 

①积极推动专网通信业务转型，保证业务稳步发展 

报告期内，公司积极推动专网通信业务由设备集成商向平台服务商转型，在电力、轨道交通、高速公路、智能交通均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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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一定进展。 

报告期内，在电力行业领域，公司与全球最大的通信设备制造商华为公司合作，在南方电网区域中标金沙江下游光传输

设备（二期）设备采购与安装工程项目，中标金额3,083.82万元。国网电力业务开始逐步由传统业务向电力智能化、信息化、

信息安全等方面业务转型，在无线专网建设工程、电力整站招标、电力安全防护等领域有所建树。 

报告期内，轨道交通业务中标“无锡地铁4号线一期工程专用通信系统设备项目”2,610万元，“昆明市轨道交通4号线工程

弱电系统集成项目专用通信系统采购协议”7,735.5万元，“常州市轨道交通2号线一期工程专用通信及公安通信系统采购项

目”2,230万元等在新市场及维保服务业务取得了较好成绩。同时，昆明地铁4号线、无锡地铁4号线、常州地铁2号线等项目

也在按计划进行施工中。 

报告期内，公司在高速公路领域不断提升项目执行能力和工程服务水平，中标了河北、湖北、河南、江苏、云南、新疆

等省市的高速公路项目，如中标229省道兴化段改扩建工程电子警察系统，中标金额1,085.94万元；中标纱帽大道交汉洪高速

综合枢纽工程（涉高速公路部分）机电工程，中标金额1,784.47万元；中标河南省交通运输厅京珠高速公路新乡至郑州管理

处收费站入口安装货车超限超载检测设施专项工程施工2标，中标金额1,184.41万元等。此外公司积极参与江苏、广西、贵州、

安徽、山东、陕西、新疆、黑龙江、上海等省市的高速公路项目的投标，积极拓展公司市场领域争取更多的中标机会。 

报告期内，公司在智能交通领域中标多个违停抓拍系统项目，为城市道路拥堵，违法乱停车提供了解决方案。在智能公

交领域，中标了“上海久事公交集团云数据中心项目基础设施及数据采购项目”5,455.74万元，获得了华为公司颁发的华为战

略市场暨行业拓展奖，标志着公司可在智能公交领域提供云数据中心及网络安全解决方案。 

报告期内，专网通信技术解决方案业务共实现营业收入21,668.54万元，同比下降15.46%。 

②重点发展金融科技业务，建设金融科技生态体系 

报告期内，公司以金融科技业务作为工作重点，立足金融科技，服务实体经济。 

上海即富从事的业务涵盖第三方支付、数据服务、电子商务等，其中核心业务为第三方支付业务，报告期内，上海即富

围绕“小微商户数据服务商”的战略定位，通过销售多种MPOS，智能POS等市场主流的POS机型，为个人、小微企业及行业

客户提供第三方支付服务，扩大银行卡受理渠道对各行业的渗透，实现了手续费收入的高速增长。报告期内，上海即富在

MPOS智能收单领域的行业地位进一步提升，根据第三方艾瑞数据的统计，截至2019年6月30日，公司品牌“即付宝”APP（不

包括旗下其他品牌APP，下同）月度独立设备在其统计的国内136款支付APP中处于14位，“银收宝”APP处于第69位，“宝

POS”APP处于第79位；截至2019年6月30日，上海即富通过认证的注册小微商户累计达1,207.88万户，累计售出MPOS支付终

端2,418.59万部，累计布放POS支付终端292.82万部。上海即富通过增加APP的种类满足商户的不同需求，进一步提升地位及

商户体验感。 

报告期内，上海即富实现营业收入188,817.71万元，同比增长34.77%；净利润17,522.31万元，同比减少2.67%；归属于

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7,576.07万元。上海即富始终注重研发投入，核心技术团队经验丰富、人员稳定，技术及产品开发

人员规模不断壮大，技术研发人员数量及投入金额占比一直处于较高水平，为其后续持续发展提供有力保障。 

报告期内，上海即富围绕渠道拓展和区域扩张两个维度精耕细作，收购了全城淘信息技术服务有限公司51%股权，整合

B端商户资源，打造B端产业生态链；面对国内日益激烈的市场竞争环境，上海即富继续在香港及东南亚市场进行业务布局，

将为上海即富带来新的发展空间和潜在的利润增长点；同时，上海即富进一步加强与参股公司深圳市华阳信通科技发展有限

公司的战略合作，牵手新零售行业，丰富支付场景、拓宽数据维度，在提升开店宝品牌影响力的同时获取高粘性的品牌商户。

公司不断提升在大数据和SaaS云服务领域的技术及解决方案能力，继续推进新一代科技平台建设，努力打造基于第三方支付、

圈子电商、大数据服务模式的金融科技平台。 

③加强内部管控，提升公司抗风险能力 

报告期内，公司持续推进全员内部控制培训工作的开展，通过内刊宣传、经营管理会宣导等方式，强化企业规范运作意

识。同时根据《子公司管理办法》的相关要求，对子公司的运营情况进行动态跟踪和管理。公司内部审计部对公司及重要子

公司、参股公司进行内控评估，有利于优化公司内控管理机制，不断提高公司治理和规范运作水平，提高公司抗风险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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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加强品牌建设，提高员工专业化水平 

报告期内，公司继续加强企业文化建设。以“联结美好生活”这一组织使命为牵引，落实诚信、精进、创新、共享的核心

价值观，提升公司品牌形象和知名度。公司通过支持教育公益项目，对云南等教育资源匮乏地区支教项目进行资助，让更多

的孩子享受到应有的教育机会，履行上市公司的社会责任。 

2019年上半年，公司根据不同层级员工需求，开通各自学习通道，提升员工专业素养和技能水平。同时制定相应的绩效

考核与激励政策，识别激励优秀人才，置换低绩效者。 

（3）报告期内经营情况分析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总收入210,486.25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27%；实现利润总额16,795.88万元，较上年同期减少

6.01%；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3,753.65万元，较上年同期增加3.54%；公司报告期末总资产为344,998.01万元，

较期初增加9.02%；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为91,173.62万元，较期初增加3.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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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年3月31日，财政部发布了修订后的《企业会计准则第22号——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企业会计准则第23号——

金融资产转移》和《企业会计准则第24号——套期会计》，5月2日，财政部发布了修订后的《企业会计准则第37号——金融

工具列报》，在境内外同时上市的企业自2018年1月1日起执行新金融工具系列准则，其他境内上市企业自2019年1月1日起执

行。因公司为境内上市企业，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关于17年发布新金融工具、收入准则的实施时点的通知》，公司自2019

年1月1日开始执行上述准则。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19年4月26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

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网址为：http://www.cninfo.com.cn）披露的《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公告》（公告

编号：2019-036）。 

财政部于2019年4月30日颁布了《关于修订印发2019年度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通知》（财会【2019】6号）（以下简

称“财会【2019】6号通知”），对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进行了修订，要求执行企业会计准则的非金融企业按照企业会计准

则和财会【2019】6号通知要求编制2019年度中期财务报表和年度财务报表及以后期间的财务报表。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19

年8月24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网址为：

http://www.cninfo.com.cn）披露的《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公告》（公告编号：2019-069）。 

财政部于2019年5月9日发布了《关于印发修订<企业会计准则第7号—非货币性资产交换>的通知》（财会【2019】8号）

（以下简称“财会【2019】8号通知”），于2019年5月16日发布了《关于印发修订<企业会计准则第12号—债务重组>的通知》

（财会【2019】9号）（以下简称“财会【2019】9号通知”），要求在所有执行企业会计准则的企业范围内实施。具体内容详

见公司于2019年8月24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

网（网址为：http://www.cninfo.com.cn）披露的《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公告》（公告编号：2019-069）。 

为了更准确的对金融工具中应收款项进行后续计量，进一步统一、完善公司应收款项的风险管控措施，客观、公允地反

映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结合公司实际情况，对应收款项计提坏账准备的会计估计进行变更。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19

年8月24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网址为：

http://www.cninfo.com.cn）披露的《关于会计估计变更的公告》（公告编号：2019-0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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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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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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告期纳入合并范围的子公司共15户，和去年相比无变化（其中：新设子公司增加1户，注销子公司减少1户）。 

 

 

 

 

 

深圳亚联发展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王永彬 

                                                                                2019年8月22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