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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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联讯

股票代码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300277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蔺晓静

陈翔

办公地址

深圳市南山区深南大道市高新技术园 R2
厂房 B 区 3a 层

深圳市南山区深南大道市高新技术园 R2
厂房 B 区 3a 层

电话

0755-26972918

0755-26972918

电子信箱

szhlx@hirisun.com

szhlx@hirisun.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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溯调整或重述原因
会计差错更正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
期增减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
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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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业收入（元）

71,222,965.35

57,408,622.79

57,408,622.79

24.0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6,411,258.27

-13,504,662.28

-13,504,662.28

52.5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后的净利润（元）

-6,402,559.13

-13,492,861.48

-13,492,861.48

52.55%

-35,889,992.19

-33,062,117.30

-33,062,117.30

-8.55%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191

-0.0403

-0.0403

52.61%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191

-0.0403

-0.0403

52.61%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33%

-2.89%

-2.95%

1.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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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调整后

调整后

总资产（元）

608,888,793.13

672,896,322.09

672,896,322.09

-9.5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463,692,464.28

486,853,722.55

486,853,722.55

-4.76%

会计政策变更的原因及会计差错更正的情况
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三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对以前年度会计差错更正及追溯调整的议案》，同意根据《企业会计
准则第 28 号--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变更和差错更正》及中国证监会《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编报规则第 19 号-财务信
息的更正及相关披露》相关规定和要求，对公司前期会计差错进行更正并追溯调整相关财务数据。详见 2017 年 4 月 18 日刊
登于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的《关于对以前年度会计差错更正及追溯调整的公告》。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报告期末股东总数

11,3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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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科汇通（深圳）
股权投资基金有 境内非国有法人
限公司

29.85%

99,986,315

0 质押

99,980,000

章锋

境内自然人

20.26%

67,886,790

0 质押

16,700,000

邢文飚

境内自然人

10.84%

36,317,485

0 质押

28,100,000

苏红宇

境内自然人

3.52%

11,800,060

0

张永军

境内自然人

1.94%

6,500,000

0

唐俊英

境内自然人

1.30%

4,350,100

0

中央汇金资产管
国有法人
理有限责任公司

1.23%

4,117,000

0

沈锡越

境内自然人

0.70%

2,349,900

0

钟伊娜

境内自然人

0.54%

1,795,300

0 质押

1,432,000

钟源城

境内自然人

0.38%

1,256,500

0 质押

1,044,0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
说明

公司前 10 名股东中，中科汇通（深圳）股权投资基金有限公司、章锋、邢文飚、苏红
宇四位股东之间，及与前 10 名股东中其他股东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也非一致行动人；
除上述四位股东，公司未知其他前 10 名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知是否属于
一致行动人。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明
（如有）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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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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否
报告期内，公司总体经营情况稳定，在董事会和管理层的带领下，公司紧紧围绕年度经营计划，各项业务有条不紊的开
展。2017 年上半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71,222,965.35 元，较上年同期增长 24.06%，营业利润-11,767,811.69 元，较上年同
期减亏 24.89%，利润总额-11,796,004.44 元，较上年同期减亏 24.87%，归属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6,411,258.27 元，较上
年同期减亏 52.53%。
报告期内，公司年度经营计划得到有效执行，完成了以下工作：
1、报告期内，经营围绕传统主营业务开展，积极完善技术支持和后续服务体系，不断提升服务质量，稳步拓展业务。
报告期内系统集成业务收入占公司营业收入的 74.61%，收入金额较上年同期增长 22.52%，软件开发与销售收入占公司营业
收入的 12.64%，收入金额较上年同期增长 100%，技术及咨询服务收入占公司营业收入的 12.26%，收入金额较上年同期减
少 25.92%。
2、为了进一步建立、健全公司长效激励机制，吸引和留住优秀人才，充分调动公司核心员工的积极性，公司拟推行《2017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向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中高层管理人员、核心技术（业务）人员授予 548.5 万股公司限制性股
票，截至本报告公布之日该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尚未完成授予登记。
3、根据公司实际状况和发展、管理需要，公司进一步加强了内控体系建设，并对货币资金制度及销售与采购流程进行
专项审计，包括项目过程管控、经营风险管控等。进一步规范了资金审批流程、项目系统内控流程等工作。公司在资金风险、
经营风险等方面的管控得到进一步加强，确保公司持续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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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2017 年 8 月 30 日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三十六次会议、第三届监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会计政策
的议案》。
（一）变更原因
根据财政部于 2017 年 5 月 10 日公开发布的《关于印发修订<企业会计准则第 16 号——政府补助>的通知》
（财会[2017]15
号），对《企业会计准则第 16 号——政府补助》进行了修订并予以印发，准则于 2017 年 6 月 12 日起施行。公司需按照相关
文件要求进行会计政策变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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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变更前采用的会计政策
2006 年 2 月 15 日财政部印发的《财政部关于印发〈企业会计准则第 1 号——存货〉等 38 项具体准则的通知》
（财会〔2006〕
3 号）中的《企业会计准则第 16 号——政府补助》。
（三）变更后釆用的会计政策
财政部制定的《企业会计准则第 16 号——政府补助》（财会〔2017〕15 号）。
（四）变更日期
根据前述规定，公司于以上文件规定的起始日开始执行上述企业会计准则。
会计政策变更情况详见 2017 年 8 月 31 日刊登于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的《关于变更会计政策的公
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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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会计差错更正的原因
公司通过财务自查，对涉及的前期差错采用追溯重述法进行了更正。
(一) 营业收入：公司 2014 年度执行的个别技术服务合同由于部分成本滞后发生，将相关收入及成本均确认在 2015 年
度，不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应根据权责发生制原则将收入及成本均调整至 2014 年度。
(二) 营业成本：公司 2012-2015 年度授权某代理商执行的部分代理项目，由于存在代理商占用资金问题，未及时结转代
理费用导致相关的收入成本不匹配，不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应在收入确认的同时根据预计的代理费用进行成本计
提。
（三）公司的银行理财产品核算分类不准确，应进行重分类调整。
二、具体的会计处理
(一) 2012 年度差错更正
1.调整 2012 年少确认营业成本，调增营业成本及应付账款 1,332,831.50 元，同时调减应交税费及所得税费用 199,924.73
元； 2.根据以上调整影响 2012 年度净利润-1,132,906.77 元，同时调减盈余公积 113,290.68 元。
(二) 2013 年度差错更正
1.滚动调整 2012 年少确认营业成本及对应的应付账款、同时调减相应盈余公积等，调减 2013 年初未分配利润
1,019,616.09 元。
2.调整 2013 年少确认营业成本，调增营业成本及应付账款 196,926.69 元，同时调减应交税费及所得税费用 19,692.67 元；
3.根据以上调整影响 2013 年度净利润-177,234.02 元，同时调减盈余公积 17,723.40 元。
(三) 2014 年度差错更正
1.滚动调整 2012 年少确认营业成本及对应的应付账款、同时调减相应盈余公积等，调减 2014 年初未分配利润
1,019,616.09 元。
2.滚动调整 2013 年少确认营业成本及对应的应付账款、同时调减相应盈余公积等，调减 2014 年初未分配利润 159,510.62
元。
3.调整 2014 年少确认的营业收入及少结转的营业成本，调增营业收入 2,707,633.63 元，同时调增应收账款 3,031,054.00
元，调减其他流动资产-销项税额 323,420.37 元；调增营业成本及对应的应付账款 1,775,228.56 元；调增所得税费用 93,240.51
元，同时调减递延所得税资产-未弥补亏损 93,240.51 元。
4.根据上述对应收账款的调整重新计算并调整应收账款坏账准备，调增 2014 年应收账款坏账准备 48,833.93 元，调增资
产减值损失 48,833.93 元，同时调增递延所得税资产 7,325.09 元，调减所得税费用 7,325.09 元。
5.调整 2014 年度少确认成本，调增营业成本 2,169,437.67 元，同时调增应付账款 2,169,437.67 元，调减所得税费用
216,943.77 元，调增递延所得税资产 216,943.77 元。
6.2014 年度公司对理财产品的分类不准确，将期末在货币资金-其他货币资金核算的理财产品调至其他流动资产，调减
货币资金-其他货币资金 45,000,000.00 元，调增其他流动资产 45,000,000.00 元。
7.根据以上调整影响 2014 年度净利润-1,154,838.18 元。
(四) 2015 年度差错更正
1．滚动调整 2012 年少确认营业成本及对应的应付账款、同时调减相应盈余公积等，调减 2015 年初未分配利润
1,019,616.09 元。
2．滚动调整 2013 年少确认营业成本及对应的应付账款、同时调减相应盈余公积等，调减 2015 年初未分配利润 159,510.62
元。
3．滚动调整 2014 年度少确认的收入和少确认的成本及对应的应收账款和应付账款、同时调减所得税费用、调增递延所
得税资产等，调减 2015 年初未分配利润 1,154,838.18 元。
4.调整 2015 年度多确认的收入及多结转的成本，调减营业收入 2,707,633.63 元，调减营业成本 1,775,228.56 元，同时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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减应收账款 3,031,054.00 元，调增其他流动资产-销项税额 323,420.37 元，调减应付账款 1,775,228.56 元；调减所得税费用
93,240.51 元，调增递延所得税资产-未弥补亏损 93,240.51 元。
5.根据上述对应收账款的调整重新计算并调整应收账款坏账准备，调减 2015 年应收账款坏账准备 48,833.93 元，调减资
产减值损失 48,833.93 元，同时调减递延所得税资产 7,325.09 元，调增所得税费用 7,325.09 元。
6.调整 2015 年度少确认成本，调增营业成本 1,081,242.47 元，同时调增应付账款 1,081,242.47 元，调减所得税费用
108,124.25 元，调增递延所得税资产 108,124.25 元。
7.2015 年度公司对理财产品的分类不准确，将期末在货币资金-其他货币资金核算的理财产品调至其他流动资产，调减
货币资金-其他货币资金 61,500,000.00 元，调增其他流动资产 61,500,000.00 元。
8.根据以上调整，影响 2015 年度净利润 1,770,773.94 元。
会计差错更正的情况详见 2017 年 4 月 18 日刊登于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的《关于对以前年度会计
差错更正及追溯调整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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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报告期无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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