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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301                    证券简称：齐心集团                      公告编号：2019-068 

 

深圳齐心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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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半年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公司所有董事均亲自出席了审议本次半年报的董事会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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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齐心集团 股票代码 0023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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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黄家兵 罗江龙 

办公地址 
深圳市福田区深南大道 1006 号国际创新
中心 A 座 34 楼 

深圳市福田区深南大道 1006号国际创新中
心 A 座 34 楼 

电话 0755-83002400 0755-83002400 

电子信箱 stock@qx.com stock@qx.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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63,155,093.12 1,686,232,372.93 57.9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140,551,329.03 111,169,474.20 26.4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的净利润（元） 
123,018,466.91 81,713,862.24 50.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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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68,788,459.06 -265,971,630.68 125.86%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22 0.17 29.41%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22 0.17 29.41%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5.44% 4.47% 0.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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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775,881,062.34 7,030,249,914.08 -3.6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2,451,769,718.34 2,513,174,867.58 -2.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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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8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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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深圳市齐心控股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43.14% 276,899,997 0 质押 193,482,700 

陈钦武 境内自然人 5.61% 36,000,000 0 质押 36,000,000 

万向信托有限公司－万向信托－星

辰 38 号事务管理类单一资金信托 
其他 4.81% 30,881,414 0   

全国社保基金一零四组合 其他 4.05% 25,999,998 0   

陈钦徽 境内自然人 3.37% 21,600,000 0 质押 21,600,000 

宁波梅山保税港区东芷投资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人 2.29% 14,726,197 0   

全国社保基金一零三组合 其他 1.56% 9,999,932 0   

尹贝妮 境内自然人 1.35% 8,682,700 0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广发小盘成长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LOF） 

其他 1.01% 6,506,600 0   

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0.94% 6,007,132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上述股东中，深圳市齐心控股有限公司为公司控股股东，陈钦武先生、陈
钦徽先生与实际控制人陈钦鹏先生为兄弟关系。除此以外，公司尚未获悉

上述股东之间及与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获悉是否属于
《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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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深圳市齐心控股有限公司合计持股总数中，包含通过投资者信用证券账户
持有的公司股份 53,100,000 股，截至本公告日，该部分股票已全部从信用

账户转出至普通账户，信用账户余额为零。 

尹贝妮合计持股总数中，包含通过投资者信用证券账户持有的公司股份

8,682,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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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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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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 年半年度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266,315.51 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了 57.94%；实现营业利润 17,105.01

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 33.75%，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4,055.13 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 26.43%，归属

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12,301.85 万元，较去年同期增长 50.55%。主要原因为以下几点： 

（1）报告期内，公司销售额增长了 57.94%，其中：公司 B2B 业务销售额增长 61.83%，云视频服务业务销

售额增长 23.17%。 

（2）报告期内，公司毛利率为 16.66%。与上年同期比较毛利率下降了 3.66 个百分点，主要原因是公司

B2B 业务毛利率与上年同期比较下降了 2.76 个百分点，报告期内公司 B2B 业务规模迅速增大，向客户提供的产

品品类不断增加，部分新增产品品类暂未形成集采规模效应，毛利率仍然偏低。但报告期内公司 B2B 业务毛利

额比上年同期增长了 32.63%。随着公司 B2B 业务集中采购供应能力不断增强，在供应链环节议价能力不断提升，

公司毛利率将会逐步提升。 

（3）报告内，企业办公服务平台的服务能力增强，服务效率明显提升，人均销售贡献增长，固定费用有

效摊薄，营运费用有效控制。 

（4）报告期内，研发投入同期比较增长了 25.3%，公司在云视频、B2B 服务平台、自有品牌产品加大了研

发投入。 

（5）报告期内，公司经营活动现金流量净额与上年同期比较增加了 125.86%，主要原因有：随着公司供应

链集采规模增大，公司加大了集采环节票据结算比例，应付票据增加，节约了资金占用；其次，随着办公服务

平台能力提升，商务效率加快，大客户回款效率提升，公司应收账款回款加快。 

1、B2B 办公物资 

报告期，公司通过持续丰富办公物资品类，除了在传统的办公文具、办公设备、办公家电、办公耗材等品

类中标以外，在 MRO 工业品、劳保用品、员工福利等高附加值商品品类也持续中标。截至目前，公司累计中标

了包括 80 家省市级政府、24 家央企、15 家银行保险机构、15 家军工企业等在内的近 150 家大型政企客户的办

公集采项目，在政府、央企、金融、军队等领域具备大客户资源优势。央企方面，公司拥有国家电网、南方电

网、中石化、中海油、中国移动、中国联通、中国能建、中国电建等优质客户；拥有中国银联、中国银行、工

商银行、建设银行、招商银行、中国邮政储蓄银行等金融机构客户；拥有中直机关、国家税务总局、北京市政

府、上海市政府、湖北省政府、山东省政府、四川省政府、云南省政府、深圳市政府等政府客户，通过深挖客

户办公集采和服务需求，不断提升公司盈利能力。 

公司紧抓消费升级的契机，与京东建立长期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共同发展“无界智慧办公零售”。报告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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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产品覆盖全国 31 个省市区超过 5 万家京东便利店和京东之家，在广东、福建、江苏、四川、重庆、山东等

地合作改造现有线下零售店，转变为无界智慧办公零售店。公司还获得腾讯授权，设计、制作、销售 QQfamily

周边衍生品,进一步丰富了公司办公用品系列，满足客户办公需求。除此以外，公司还与宝洁、佳能、美的、创

维等大办公生态合作伙伴达成战略合作，共同开拓 B2B 企业办公市场。 

2、 云视频服务 

云视频服务方面，公司拥有业内领先的大并发、QOS 稳定传输、视频增益、音频降噪等 80 多项知识产权，

依托云视频会议知名品牌“齐心好视通”，完成从 PC 端、笔记本、Ipad 端、手机端、电视端的跨终端、全平台、

全场景覆盖，获得了超过 60000 家政府、军队、铁路、医疗、教育、金融等行业优质客户。根据 IDC 统计，齐

心好视通在 2016-2017 连续两年国内云视频会议市场占有率第一，其中，2017 年市场占有率 13.9%。 

公司在云视频会议领域拥有针对个人独立办公室的智能硬件 MeetingPlus，产品融合了人脸识别、智能语

音翻译等人工智能技术，为客户带来全新的应用体验；拥有针对中大型会议室的智能硬件 MeetingOne，产品具

备超大广角、双屏同显、简易安装部署等特点；拥有针对中小型会议室的一体化云会议终端 MeetingBox pro，

产品融合了 4K 镜头和人工智能技术，让用户使用云视频会议更加便捷高效；在超大型会议室场景，公司发布了

集 4k 超清、H.265、AI 智能等功能于一体的云会议终端 HST-V6；新发布的“双云台智能会议跟踪摄像机”采用

线性 8Mic 麦克风阵列，内置 3A 算法，可广泛应用于远程教育培训、视频直播、双师课堂、远程医疗示教、远

程应急指挥等多个应用场景；公司的 3D 手势识别全向麦，采用第三代语音算法，加入了手势控制功能，只要手

轻轻滑过设备上方即可实现音量大小调节以及静音等操作，更轻松、智能地控制音量。 

公司凭借卓越的产品和服务能力，以及良好的用户体验，成功入围了国家税务总局 2019 年度协议供应商，

标志着齐心好视通云视频服务通过了国家级的高标准检验。在此之前，公司的 B2B 办公集采业务就已中标国税

系统政府采购信息系统网上超市项目，随着本次云视频服务的入围，公司将凭借 B2B 办公集采+云视频服务，为

客户提供一站式办公物资与协同服务；与中国电子工程设计院（CEEDI）达成合作，打造远程协作沟通平台，助

力客户提供优质全面的工程服务；为中国电建市政集团打造高效的可视化专家支持平台，通过电脑、手机等多

终端同时接入，实现各部门、二级单位、国内外项目部两点及多点间的云视频交流，及时解决施工过程中遇到

的实际问题，为施工决策提供保障。 

在智慧医疗领域，公司与贵阳爱康国宾合作，全方位打造远程协作平台；与汕头市中心医院远程医疗中心

合作，通过齐心好视通的远程音视频互动技术及 5G 通讯技术的融合使用，实现了 4K 高清的手术直播教学，让

一个指导医师可以指导多个教室教学，从而摆脱了传统示教模式在时间、空间和人数上的限制，实现优质教学

的共享。未来，双方计划将进一步在院前急救、远程超声检查、家庭医护服务、智慧病房等多个医疗环节展开

进一步合作。 

在智慧教育领域，公司形成了“常态化录播”、“简易云课堂”、“双师课堂”、“精品录播”和“资源管理平

台”等五大内容，通过领先的技术手段促进优质教育资源的开发、应用与传播，让人人拥有优质教育的机会。

截至目前，公司与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合作，打造校际远程沟通平台，促进学校内外部沟通优化升级，支持多校

间学术研讨，共同助推高等教育的持续稳步发展；通过直销+渠道合作伙伴，在智慧教育领域服务了济南湘西远

程教育平台、东莞理工学院、华北电力大学、中国海洋大学等客户，并在福建福州、贵州安顺、广西、广东、

河南、浙江等地实现了智慧教育服务项目落地运营。 

在智慧党建领域，公司“智慧党建云平台”集成了互联网、云计算、可视化音视频通信、数据交互、远程

共享和协助等多项核心技术，向各级党组织提供集“教、学、考、展、管”五大功能为一体的智慧党建云服务，

党员不仅可以在手机或电脑上观看优秀的党员教育课件，同时针对不同的学习内容主题进行在线远程互动培训、

交流，针对该主题的学习内容进行线上考核、评估、结果统计，真正做到党员整个学习过程的实时化跟踪。目

前，公司的智慧党建项目已经在河北、河南、山东、贵州、黑龙江省部分市县为当地党员学习提供服务。未来，

公司将持续夯实现有云会议核心产品线，大力发展智慧党建、智慧教育、智慧医疗等行业业务线，加大智能硬

件产品线研发，进一步构建云音视频 PaaS 开放平台，同时探索会议大屏、AI 智能会议等新业务的发展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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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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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2017 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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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会计准则第 24 号—套期会计》及《企业会计准则第 37 号—金融工具列报》（统称“新

金融工具准则”），并要求境内上市的企业自 2019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新金融工具相关会计准则。 

②财政部于 2019 年 4 月 30 日发布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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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6 号），公司按照通知的要求相应变更财务报表格式。本次变更后，公司将执行财政部发布的财会〔2019〕6 号

的有关规定。其余未变更部分仍执行财政部发布的《企业会计准则—基本准则》和各项具体会计准则、企业会

计准则应用指南、企业会计准则解释公告以及其他相关规定。 

除上述项目变动影响外，本次会计政策变更不涉及对公司以前年度的追溯调整。本次会计政策的变更不会

对公司总资产、负债总额、净资产及净利润产生任何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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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本公司之全资子公司南宁齐心共赢科技有限公司，2019 年 4 月 23 日设立，注册地址南宁市兴宁区朝

阳路 65 号天成一品 C1416 号、C1417 号、C1418 号，本期纳入合并范围。 

（2）本公司之全资子公司贵阳齐心信息科技有限公司，2019 年 5 月 31 日设立，注册地址贵州省贵阳市南

明区花果园路花果园项目 R-2 区第 2 栋（2）1 单元 35 层 18 号房[花果园社区]，本期纳入合并范围。 

（3）本公司之全资子公司昆明齐心共赢科技有限公司，2019 年 6 月 18 日设立，注册地址云南省昆明市五

华区小菜园碧江路 142 号附 44 号，本期纳入合并范围。 

 

 

 

 

深圳齐心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陈钦鹏 

董事会批准报送日期：2019年8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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