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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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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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飞天诚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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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0386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吴彼

李居彩

办公地址

北京市海淀区学清路 9 号汇智大厦 B楼 17 北京市海淀区学清路 9 号汇智大厦 B 楼 17
层
层

电话

010-62304466-1709

010-62304466-1709

电子信箱

wubi@ftsafe.com

wubi@ftsafe.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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告期
营业收入（元）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386,835,204.35

427,878,974.02

-9.5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11,274,825.90

36,611,145.78

-69.2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后的净利润（元）

-7,253,973.25

19,106,628.61

-137.97%

-94,544,032.34

-284,005,734.37

66.71%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3

0.09

-66.67%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3

0.09

-66.67%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0.64%

2.19%

-1.55%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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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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63,864,265.91

2,012,625,462.11

-7.3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1,746,317,741.72

1,751,262,705.75

-0.28%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报告期末股东总数

33,4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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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黄煜

境内自然人

30.94%

129,359,446

100,019,584

李伟

境内自然人

13.38%

55,917,628

41,938,221

陆舟

境内自然人

12.59%

52,634,756

39,476,067

韩雪峰

境内自然人

3.96%

16,559,934

15,521,050

中央汇金资产管
国有法人
理有限责任公司

1.33%

5,545,400

0

于华章

境内自然人

0.58%

2,433,704

1,825,278

李春生

境内自然人

0.50%

2,084,172

0

常州高新技术产
业开发区常能电 境内非国有法人
器有限公司

0.31%

1,300,000

0

刘佳玉

境内自然人

0.26%

1,077,261

0

许方庆

境内自然人

0.25%

1,058,100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
说明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无

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参与融资融券 许方庆通过投资者信用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份 1058100.00 股；沈同兵通过投资者信用
业务股东情况说明（如有）
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份 932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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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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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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期内，公司的主要银行客户的需求都出现了较大幅度的下降，加之毛利率同时下降，导致公司的主营产品USBKey
和动态令牌的利润下降。报告期内公司的主营业务未发生重大变化，实现营业收入38,683.52万元，比上年同期减少9.59%，
USB Key产品实现营业20,221.63万元，占全部营业收入的52.27%，较去年同期减少12.99%；动态令牌产品实现营业收入
9,668,76万元，占全部营业收入的24.99%，较去年同期减少17.23%。
报告期内，公司主要经营管理工作如下：
一、参与行业活动、促进行业发展
公司通过积极参与行业内的会议活动、技术交流以及参与行业标准的制订，及时主动提供建设性意见建议，以为产业健
康发展贡献一己之力：
2019年1月，第四届平安互联网金融安全生态大会在上海举办，公司作为重点合作伙伴受邀出席本次大会；
2019年1月，公司在厦门国际会展中心参加“2018互联互通合作者大会”（以下简称“互联互通大会”），公司参与编制和
起草的《城市智慧卡标准与实践》、《建筑及居住区数字化技术应用智能门锁安全》（导则）在互联互通大会期间发布；
2019年1月，公司参与修订的金融行业标准JR/T 0025-2018《中国金融集成电路（IC）卡规范》正式发布，将代替JR/T
0025-2013；
2019年6月，飞天诚信技术专家出席2019年全国电子认证技术交流大会。
二、夯实产品质量、巩固产品市场
在市场需求不断下降的情况下，公司凭借技术实力、产品质量和优质服务得到了客户的认可，积极巩固产品市场：
2019年4月，公司成功中标2019天府通非接触式CPU卡采购项目，公司已连续三年成为天府通非接触式CPU卡供应商；
2019年5月，公司获得由金蝶集团颁发的“2018年度优秀供应商”荣誉称号。
三、专注产品研发、布局国际市场
公司在主要银行客户的需求急剧下降的形势下，不断研发新产品，同时积极与国际同行交流融合，以期进一步开拓国际
市场：
2019年6月25日，公司在美国正式发布了结合生物识别与蓝牙、NFC和USB通信接口的AllinPass FIDO2 Security Key。此
次发布标志了飞天诚信在18款通过FIDO认证的产品线基础上增添了新的成员；
2019年6月，公司获得MISA（微软智能安全协会）的会员资格，该协会由一些与微软合作的安全公司组成，旨在抵御全
球日渐复杂的信息安全威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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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计政策变更的内容和原因

审批程序

备注

财政部于2017年陆续修订印发《企业会计 经本公司 2019 年 8 月 6 日召开的第三 1、以企业持有金融资产的“业务模式”和
准则第22号-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企 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和第三届监事 “金融资产合同现金流量特征”作为金融
业会计准则第23号-金融资产转移》、《企 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
资产分类的判断依据，将金融资产分类为
业会计准则第24号-套期会计》和《企业
“以摊余成本计量的金融资产”、“以公允
会计准则第37号-金融工具列报》等四项
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其他综合收益的
会计准则（简称"新金融准则"），境内上
金融资产”和“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
市企业自2019年1月1日起开始执行。
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三类。2、调整
了非交易性权益工具投资的会计处理。允
许企业将非交易性权益工具投资指定为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其他综合
收益进行处理，但该指定不可撤销，且在
处置时应将之前已计入其他综合收益的
累计利得或损失转入留存收益，不得结转
计入当期损益。3、金融资产减值会计处
理由“已发生损失法”改为“预期损失法”，
要求考虑金融资产未来预期信用损失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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况，从而更加及时、足额地计提金融资产
减值准备。4、进一步明确金融资产转移
的判断原则及其会计处理。5、修订套期
会计相关规定，使套期会计更加如实地反
映企业的风险管理活动。根据新金融准则
衔接规定要求，公司对上年同期比较报表
不进行追溯调整，新旧准则转换累计影响
结果仅对期初留存收益或其他综合收益
进行调整。执行上述新金融准则不会对公
司财务报表产生重大影响。
财政部于2019年4月30日发布《关于修订 经本公司 2019 年 8 月 6日召开的第三
印发2019年度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 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和第三届监事
通知》（财会[2019]6号），适用于执行 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
企业会计准则的非金融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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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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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相关要求，公司将对财务报表相关项目进
行列报调整，并对可比会计期间的比较数
据相应进行调整，具体情况如下：1、资
产负债表中“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项目
分拆为“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两个项
目；“应付票据及应付账款”项目分拆为
“应付票据”及“应付账款”两个项目。2、
资产负债表新增“其他权益工具投资”项
目，反映资产负债表日企业指定为以公允
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其他综合收益的
非交易性权益工具投资的期末账面价值。
3、利润表新增“信用减值损失”项目，反
映企业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第22号——金
融工具确认和计量》（财会〔2017〕7号）
要求计提的各项金融工具信用减值准备
所确认的信用损失。4、将利润表“减：资
产减值损失”调整为“加：资产减值损失
（损失以“-”列示）”5、现金流量表明确
了政府补助的填列口径，企业实际收到的
政府补助，无论是与资产相关还是与收益
相关，均在“收到的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
的现金”项目填列。

财政部于2019年5月9日发布《企业会计准 经本公司 2019 年8 月6日召开的第三届
则第7号—非货币性资产交换》（财会 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和第三届监事会
【2019】8号），根据要求，本公司对2019 第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
年1月1日至执行日之间发生的非货币性
资产交换，根据本准则进行调整。

1、非货币性资产示例中删除“存货”，其
适用于第14号收入准则；货币性资产定义
中将收取固定或可确定金额的“资产”改
为“权利”。2、增加规范非货币性资产交
换的确认时点，即换入资产应在符合资产
定义并满足资产确认条件时予以确认，换
出资产应在满足资产终止确认条件时终
止确认；3、将非货币性资产交换的计量
原则与新收入准则协调一致。

财政部于2019年5月16日发布《企业会计 经本公司 2019 年8 月 6日召开的第三届 1、将原“债权人让步行为”改为将“原有债
准则第12号—债务重组》（财会【2019】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和第三届监事会 务重新达成协议的交易行为”。2、重组方
9号），根据要求，本公司对2019年1月1 第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
式中债务转为“资本”改为债务转为“权益
日至执行日之间发生的非货币性资产交
工具”。3、将重组债权和债务的会计处理
换，根据本准则进行调整。
规定索引至新金融工具准则，从而与新金
融工具准则协调一致，同时删除关于或有
应收、应付金额遵循或有事项准则的规
定。4、将以非现金资产偿债情况下资产
处置损益的计算方法与新收入准则协调
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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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本期减少合并范围内子公司1家，飞天万谷智能科技有限公司于2019年01月07日完成了工商注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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