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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重要提示

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本报告摘要所载资料不存在任何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

责任。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摘自半年度报告全文，半年度报告全文刊载于巨潮资讯网等中国证监会指

定网站。投资者欲了解详细内容，应当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文。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

本报告的董事会会议。

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内的半年度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负责人黄煜、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朱宝祥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石井平声明：

保证本半年度报告中财务报告的真实、完整。

半年度报告是否经过审计

□ 是 √ 否 

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飞天诚信 股票代码 300386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吴彼 李居彩

电话 010-62304466-1709 010-62304466-1709

传真 010-62304477 010-62304477

电子信箱 wubi@ftsafe.com wubi@ftsafe.com

2、主要财务会计数据和股东变化

（1）主要财务会计数据

公司是否因会计政策变更及会计差错更正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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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营业总收入（元） 484,747,982.66 366,254,464.02 32.35%

归属于上市公司普通股股东的
净利润（元）

126,079,949.34 76,215,630.53 65.43%

归属于上市公司普通股股东的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
（元）

121,465,342.44 67,814,119.40 79.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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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元）

-38,719,396.61 -21,658,909.07 -78.77%

每股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净额（元/股）

-0.4075 -0.29 -40.52%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1.68 1.02 64.71%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1.68 1.02 64.71%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22.12% 22.16% -0.04%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加权平
均净资产收益率

21.31% 19.72% 1.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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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52,771,386.01 638,168,607.64 143.32%

归属于上市公司普通股股东的
所有者权益（元）

1,251,565,500.67 506,995,551.33 146.86%

归属于上市公司普通股股东的
每股净资产（元/股）

13.173 6.76 94.87%

非经常性损益的项目及金额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项目 金额 说明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与企业业务密切相
关，按照国家统一标准定额或定量享受的政府
补助除外）

5,127,341.00                                   --

减：所得税影响额 512,734.10                              --

合计 4,614,606.90 --

对公司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 1 号——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界定

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以及把《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 1 号——非经常

性损益》中列举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的项目，应说明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将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 1 号——非经常性损

益》定义、列举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的项目的情形。

（2）前 10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报告期末股东总数 33,6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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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黄煜 境内自然人 33.11% 31,461,124 31,461,124

李伟 境内自然人 14.81% 14,072,188 14,072,188

陆舟 境内自然人 13.94% 13,246,508 13,246,5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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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雪峰 境内自然人 7.12% 6,766,894 6,766,894

厦门盈泰九
鼎股权投资
合伙企业
（有限合
伙）

其他 2.25% 2,137,421 2,137,421

宇鑫九鼎
（厦门）投
资管理中心
（有限合
伙）

其他 1.12% 1,068,790 1,068,790

厦门宝嘉九
鼎投资管理
中心（有限
合伙）

其他 1.12% 1,068,790 1,068,790

于华章 境内自然人 0.71% 676,880 676,880

李春生 境内自然人 0.71% 676,880 676,880

光大永明人
寿保险有限
公司-万能险

其他 0.47% 444,483 444,483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
行动的说明

公司股东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或属于《上市公司持股变动信息披
露管理办法》中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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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1）报告期经营情况简介

2014 年上半年公司实现营业总收入 48,474.80万元，同比增长 32.35%；其中 USB Key 系列产

品实现收入 35,116.08万元，同比增长 13.57%，OTP 动态令牌系列产品实现收入 10,636.93
万元，同比增长 252.59%，加密锁系列产品实现收入 1,909.21万元，同比减少 22.01%，IC
卡及读写器系列产品实现收入 425.38万元，同比增长 83.06%，软件开发系列产品实现收入 2
87.96万元。营业利润 11,795.12万元，同比增长 62.53%；归属于普通股股东的净利润 12,607.
99万元，同比增长 65.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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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报告期公司主营业务是否存在重大变化

□ 是 √ 否 

（3）报告期公司主营业务的构成

占比 10%以上的产品或服务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营业收入 营业成本 毛利率
营业收入比上
年同期增减

营业成本比上
年同期增减

毛利率比上年
同期增减

分产品或服务

分行业

信息安全
行业

483,755,609.42 275,773,641.01 42.99% 32.11% 22.83% 11.14%

分产品

USB Key 351,160,800.42 194,337,750.19 44.66% 13.57% -0.90% 22.09%

OTP 动态
令牌

106,369,277.36 71,547,499.66 32.74% 252.59% 385.53% -36.00%

加密锁 19,092,142.52 8,569,335.43 55.12% -22.01% -34.29% 17.94%

IC卡及读
写器

4,253,815.13 1,319,055.73 68.99% 83.06% 104.16% -4.44%

软件开发 2,879,573.99 100.00%

合计 483,755,609.42 275,773,641.01 42.99% 32.11% 22.83% 11.14%

（4）是否存在需要特别关注的经营季节性或周期性特征

□ 是 √ 否 

（5）报告期营业收入、营业成本、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总额或构成较前一报告期
发生重大变化的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4、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1）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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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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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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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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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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董事会、监事会对会计师事务所本报告期“非标准审计报告”的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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