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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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有董事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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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梦网集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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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2123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李稷文

朱雯雯

办公地址

深圳市南山区高新中四道 30 号龙泰利科
技大厦 2 层

深圳市南山区高新中四道 30 号龙泰利科技
大厦 2 层

电话

0755-86017901

0755-86017719

电子信箱

lijiwen@montnets.com

zhuwenwen@montnets.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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营业收入（元）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1,548,551,207.80

1,193,316,140.69

29.7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106,670,852.86

154,925,599.32

-31.1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的净利润（元）

101,343,864.60

64,685,354.47

56.67%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183,015,882.45

7,370,140.18

2,383.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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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3

0.18

-27.78%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3

0.18

-27.78%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2.23%

2.98%

-0.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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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412,504,662.09

6,760,137,200.61

-5.1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4,658,013,312.07

4,901,249,710.84

-4.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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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7,4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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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余文胜

股东性质
境内自然人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持有有限售条件的股份数量

股份状态

数量

19.03%

163,978,375

133,360,628 质押

160,524,000

深圳市松禾创
境内非国有法
业投资有限公
人
司

8.19%

70,573,316

0 质押

52,830,000

梦网荣信科技
集团股份有限
其他
公司回购专用
证券账户

7.21%

62,102,041

0

孙慧

4.96%

42,775,059

39,219,432 质押

上海域鸿投资
境内非国有法
管理中心（有限
人
合伙）

4.55%

39,219,432

39,219,432

左强

3.15%

27,147,433

20,360,575 质押

上海金融发展
境内非国有法
投资基金（有限
人
合伙）

2.43%

20,897,850

0

深圳市万达高
境内非国有法
创投投资有限
人
公司

1.86%

16,043,502

0 质押

全国社保基金
其他
一零二组合

1.78%

15,322,495

0

陈新

1.55%

13,324,189

9,993,142

境内自然人

境内自然人

境内自然人

39,000,000

26,499,997

14,800,000

深圳市松禾创业投资有限公司及其一致行动人深圳市松禾成长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
伙)，与其他前 10 名股东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也不属于《上市公司股东持股变动信息披
的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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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
明（如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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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软件与信息技术服务业

目前公司主业正由重组后的双主业发展逐步转向移动互联网业务，聚焦打造中国乃至全球领先的大型
云通信平台的移动互联网业务的单主业发展。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154,855.12万元，同比增长29.77%；实现营业利润13,661.71万元，同比
减少18.47%；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净利润10,667.09万元，同比减少31.15%；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
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10,134.39万元，同比增长56.67%。
报告期，公司营业收入同比增长29.77%，主要是电力行业在相关资产剥离前签订的部分大额合同，因
执行期较长，在本期确认收入所致。
报告期，公司营业利润同比减少18.47%、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同比减少31.15%，主要有以下
几个方面的原因：1、大幅增加了移动互联网云通信服务业务中富媒体通信、视频云、物联云等新产品开
发和老产品升级迭代的研发投入，移动云通信新业务研发及初期拓展投入同比增长170.44%；2、去年同期
净利润中有7,378.16万元来自于处置子公司产生的收益，占同期归属于母公司净利润的47.6%，而本期无处
置资产收益，主要来自于主营业务产生的净利润； 3、本期电力行业毛利下降，电力行业本期占收入额比
重较大的部分合同，彼时为开拓新的市场领域，投标报价相对较低；4、本期移动信息即时通讯服务毛利
率同比下降，主要因市场竞争激烈销售单价降低所致。
报告期，公司主营业务移动信息即时通讯服务收入同比增长9.83%，移动信息发送量同比增长19%。
报告期，公司销售费用9,371.18万元，同比下降14.98%；管理费用13,382.80万元，同比下降7.39%；财
务费用1,570.26万元，同比增长62.60%。
报告期，公司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为18,301.59万元，同比增加2,383.21%，主要是本期经营活
动产生的现金流出减少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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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期，公司对联营企业和合营企业的投资收益为19.22万元，同比增加504.60%，本期联营及合营企
业净利润增加所致。
报告期，公司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综合收益总额为8,767.49万元，同比减少9.53%；公司归属于少数
股东的综合收益总额为703.56万元，同比增加87.95%，主要是非全资子公司净利润增加所致。
报告期末，公司货币资金40,655.53万元，同比减少24.62%，主要是本期回购股份支付现金所致。
报告期末，公司少数股东权益2,668.43万元，同比增加39.28%，主要是本期全资子公司增资扩股吸收
少数股东入股及子公司净利润增加所致。
报告期，公司综合毛利率24.60%，同比下降5.70%。
报告期，公司将子公司深圳市梦网数流科技发展有限公司2%股权转让给深圳市网数通科技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8.5%股权转让给深圳市网数兴科技合伙企业（有限合伙）、6%股权转让给徐克伟、7%股
权转让给康勇斌；2018年7月20日，深圳市梦网数流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更名为深圳市梦网云播科技发展有
限公司，股东变更为梦网荣信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市网数通科技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深圳市
网数兴科技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报告期，公司将子公司深圳市梦网物联科技发展有限公司10%股权转
让给深圳市网联兴科技合伙企业（有限合伙）、3%股权转让给深圳市网联云科技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7%股权转让给林波。报告期，子公司深圳市佳流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更名为深圳市梦网数智科技发展有限公
司，股东由深圳市梦网数流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变更为梦网科技，梦网科技于2018年7月25日将持有的深圳
市梦网数智科技发展有限公司40%股权转让给深圳市翼海云峰科技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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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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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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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报告期无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

梦网荣信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余文胜
2018 年 8 月 2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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