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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重要提示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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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者应当到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等中国证监会指定媒体上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

文。 

 

2 本公司董事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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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会议。 

 

4 本半年度报告未经审计。 

 

5 经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无 

二 公司基本情况 

2.1 公司简介 

公司股票简况 

股票种类 股票上市交易所 股票简称 股票代码 变更前股票简称 

A股 上海证券交易所 浙大网新 600797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许克菲 马清 

电话 0571-87950500 0571-87950500 

办公地址 
浙江省杭州市西园一路18号浙

大网新软件园A楼15层 

浙江省杭州市西园一路18号浙

大网新软件园A楼15层 

电子信箱 xukefei@insigma.com.cn maqing@insigma.com.cn 

 

2.2 公司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

增减(%) 

总资产 6,559,755,371.00 6,734,339,043.75 -2.5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资产 
4,532,987,281.51 4,493,676,083.49 0.87 

 
本报告期 

（1-6月）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

减(%)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202,376,443.48 -237,058,670.79 14.63 

营业收入 1,519,986,576.42 1,516,947,469.21 0.2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 
108,154,078.33 92,802,024.66 16.5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 

49,551,343.89 90,141,886.06 -45.03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

益率（%） 
2.38 2.06 增加0.32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

股） 
0.10 0.09 11.11 

稀释每股收益（元／

股） 
0.10 0.09 11.11 

 

 

2.3 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 股 

截止报告期末股东总数（户） 120,977 

截止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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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质押或冻结的股份

数量 

浙江浙大网新集团有限公

司 

境内非

国有法

人 

15.14 159,738,498 0 质押 121,870,000 

上海趵虎投资管理中心（有

限合伙） 
其他 3.92 41,338,582 0 质押 41,338,582 

华数网通信息港有限公司 

境内非

国有法

人 

2.34 24,703,302 0 无   

全国社保基金一零四组合 其他 1.80 19,000,106 0 无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

任公司 
其他 1.56 16,484,700 0 无   

深圳如日升股权投资有限

公司 

境内非

国有法

人 

1.42 14,957,303 12,433,454 无   

宁波嘉越云通创业投资合

伙企业（有限合伙） 
其他 1.12 11,862,169 8,436,981 无   

杭州云径投资管理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 
其他 0.75 7,871,545 6,512,750 质押 6,005,000 

杭州云计端视投资管理合

伙企业（普通合伙） 
其他 0.63 6,676,108 5,328,622 质押 5,000,000 



江正元 
境内自

然人 
0.63 6,604,592 0 无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上述股东并未发现关联人或一致行动人。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

的说明 
  

 

 

2.4 截止报告期末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前十名优先股股东情况表 

□适用  √不适用  

2.5 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适用  √不适用  

报告期内，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化。 

2019 年 7 月 8 日，根据高校所属企业管理体制改革的要求，公司控股股东网新集团之股东网

新资本管理有限公司、杭州乾鹏科技有限公司、浙江图灵计算机应用工程有限公司、浙江融顺投

资有限公司解除与浙江浙大圆正集团有限公司的一致行动关系。自 2019 年 7 月 8 日起，公司实际

控制人由浙江大学变更为无实际控制人。公司控股股东仍为网新集团。 

 

2.6 未到期及逾期未兑付公司债情况 

□适用√不适用  

 

三 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3.1 经营情况的讨论与分析 

（一）总体经营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业务结构保持稳定，实现营业收入 151,998.66 万元，较上年同期增加 0.20%，

实现主营业务利润 43,164.29 万元，较上年同期增加 2.94%，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净利润

10,815.41 万元，较上年同期增加 16.54%，其中归属母公司所有者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

4,955.13 万元，较上年年同期减少 45.03%，主要系受市场竞争及人力成本上升等因素影响，公司

费用较上年同期均有所上升所致。 

（二）主营业务经营情况 

1、智慧云服务 

报告期内，公司利用自身数据中心优势，为行业客户提供 IDC 托管、政务专有云服务、互联

网资源服务和企业私有云服务。报告期内，公司重点参与杭州城市大脑项目并承担运营中心工作，



组织推广应用项目。同时公司研发并发布了“IN-Edge”分布式 AI 系统，该系统目前已在杭州淳安县

下姜村、杭州某公安分局等开展商业化试点项目和商务合作。 

报告期内，公司立足浙江布局全国数据中心业务，加大了对数据中心机房的改造升级和建设

的投入，在对杭州转塘、临安青山湖两个数据中心机房进行改造升级的同时，继续积极推进千岛

湖二期机房、西南云数据中心项目的建设。 

2、智慧城市 

在智慧交通领域，公司铁路系统业务方面开展良好，在很好地完成南三龙、杭黄铁路等项目

收尾工作的同时，顺利推进郑万铁路东津站项目开展；在新兴业务城市综合管廊方面取得飞跃性

突破，公司在高效完成沿江大道管廊弱电工程项目的同时，成功中标义乌管廊项目，为公司管廊

业务的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在运维业务方面，公司也在杭州地铁 1 号线的基础上，成功中标

杭州地铁 5 号线的运维项目。同时，公司还成功中标天河机场自助行李托运系统项目，为公司进

军机场领域迈出重要一步。 

在智慧政务领域，公司导入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等技术，在工商、市场监管等领域升

级智慧政务。报告期内，公司先后中标“浙江省经济和信息化厅（本级）浙江省法人数字证书基础

服务-发行和应用服务项目”、“宁波地区法人数字证书基础服务项目”等项目；完成浙江省行政执

法监管平台的试点建设，创“互联网+监管”样板工程。在“最多跑一次”统一服务入口，公司与浙江

华数签订合作协议，在全省范围内布局人工智能智慧政务方案，通过智能问答系统和便民服务自

助终端机的结合，实现业务引导、一触即达、自助咨询等功能，提升服务效率和体验。 

3、智慧商务 

在智慧商务领域，公司聚焦大金融领域，并持续推进电子商务、智能制造等业务，借助先进

的金融科技、渠道重构、商业模式创新等方式为企业创造价值。 

在大金融领域，公司依托金融科技助力金融企业变革业绩向好，国内外业务均有不同程度的

增长，其中国内业务收入增幅尤为明显，公司在与中国外汇交易中心、上海清算所、杭州银行等

客户一如既往保持长期的友好合作关系的同时，新签约城商行、寿险公司等重要客户；同时国际

业务保持平稳增长，公司与道富、DST、Cisco、Honda、Toshiba 等重要客户一如既往保持良好合

作。 

在电子商务领域，公司继续与网易严选等公司保持合作，并新签约国际著名运动品牌、国际

著名咖啡连锁品牌、国际著名餐饮品牌、中国五百强机械企业等重要客户。 

在智能投顾领域，公司在报告期内正式发布基于智语深度数据的展示平台——智语投研平台，



利用大数据和 AI 技术研发有超额收益的金融深度数据。  

4、智慧生活 

在智慧人社领域，报告期内公司争取了多项人社部国家级项目，先后中标“人社部劳动就业跨

地区管理服务系统项目”、“人社部业务稽核考核系统项目”、“人社部全民社会保险登记和参保核

查系统扩建项目”、“人社部金保工程二期数据管理平台开发及数据整理服务项目”等。 

在人事人才领域，公司中标“深圳市人才一体化综合服务平台项目”、“商丘市双创门户网站建

设及机房设备改造项目”、“嘉兴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 CA 认证费用项目”、“江门市人才安居乐业

生态园信息系统建设项目”等，进一步拓展了客户范围。 

5、技术创新 

报告期内，公司进一步加强技术研发投入和知识产权建设： 

（1）资质认证和知识产权建设 

报告期内，公司获得浙江省 AAA 守合同重信用资质证书；通过铁路综合视频监控平台北京

CRCC 认证测试、CMMI5 级认证；新获 10 余项专利：“一种检票闸机通行逻辑控制系统及方法”、“一

种数据监控和代码自动生成与部署的系统及方法”、“一种基于特征融合的网站报错截图分类方

法”、“基于语义分析与多重 Simhash 的文本近似重复检测方法”、“一种基于主题模型的新闻热点

检测方法”、“大型数字场馆环境检测仪”等；公司还获取了“校园智能人像识别系统 V1.0”、“综合

管廊人员定位系统 V1.0”、“可视化应急指挥系统 V1.0”、“柜台债交易管理系统 V1”、“基于深度学

习的智能化源码平台 V2.0”、“下单管理系统 V1”、“应用支撑地理信息平台软件”等 30 余项软件著

作权。 

（2）技术创新 

报告期内，公司在大交通领域完成物联网平台、分布式日志系统、设备智能诊断运维平台、

铁路电子客票新式检票闸机 IN-K3BT302-OW（单向）和 IN-K3BT302-TW（双向）的研发；在大金融

领域持续投入研发多项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技术方案和产品，如新零售智能电商方案、智能订单

中台管理方案、智能支付核算方案、恒天金融数据服务平台、恒天债券做市商系统、清结算平台、

交易管理平台、恒天微服务引擎等，并完成日内高频、超预期等多个新类型因子的研发工作；在

大健康领域，公司的基于人工智能的医保控费审核平台的研发和应用示范项目获得杭州市重大科

技创新项目立项，并实现了自然语言理解领域的意图识别和多轮对话技术研发，基于现有自研的

智能问答产品，在智能办公、智能运政监管等项目中顺利落地应用。 

（3）结合行业的人工智能产品 



报告期内，公司践行 AI 驱动战略，在平台层自主研发并发布了浙大网新“IN-Edge”分布式 AI

系统，通过基于 ARM 的新硬件平台和 GAN 计算，集分布式 AI 训练和分布式 AI 执行为一体，利用

弹性计算实现对海量数据的高并发大规模接入，支持多应用、多功能并行运行。该系统凭借极强

的工程部署性，极高的综合计算能力以及低能耗、低成本等特点入选 2019“创世技”颠覆性创新榜

TOP10、物联中国创新创业大赛全国前五。 

同时，公司利用人工智能语义分析技术重点突破行业的应用场景落地及优化，旨在赋能行业

或传统生产方式，形成了面向政府、教育、旅游等一系列解决方案。报告期内，公司进一步拓展

AI 研究领域，结合计算机视觉的相关算法，丰富语义服务能力，实现了面向语音、语义、图像的

三位一体对话式服务入口。其中，在交通运输服务领域，公司研究图像识别及语义理解技术在运

政管理和服务中的应用，完成运营车辆拒载投诉举报平台和站外组客行为分析平台等移动互联网

服务手段；在工商管理服务领域，网新语义机器人完成咨询量 47.8 万个，较去年同期增长 79.2%，

好评率达 97.9%，降低了重复性工作，有效的转化人工工作质量和效能；在金融服务领域，公司

通过自有的语义理解技术与外部的语音识别、语音合成技术结合，形成金融行业语音智能外呼解

决方案，可以在催收、回访、核资、电销等服务场景应用，为客户节省人力成本，提高外呼效率；

在人社服务领域，公司形成语义就业服务解决方案，为各地就业局的对外服务提供自助问答咨询

功能。 

 

3.2 与上一会计期间相比，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原因及其影响 

√适用  □不适用  

企业会计准则变更引起的会计政策变更： 

财政部于 2017 年颁布了修订后的《企业会计准则第 22 号——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财会

[2017]7 号）、《企业会计准则第 23 号——金融资产转移》（财会[2017]8 号）、《企业会计准则第 24

号——套期会计》（财会[2017]9 号）及《企业会计准则第 37 号——金融工具列报》（财会[2017]14

号），公司于 2019 年 1 月 1 日起执行上述新金融会计准则。 

财政部于 2019 年 4 月 30 日发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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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 2019 年 5 月 9 日印发《企业会计准则第 7 号——非货币性资产交换》（财会[2019]8

号）、于 2019 年 5 月 16 日印发《企业会计准则第 12 号——债务重组》（财会[2019]9 号），根据上

述新颁布的会计政策规定，公司在 2019 年半年度及以后期间的财务报告中对财务报表相关科目进

行列报调整，并对可比会计期间的比较数据进行相应调整。 

根据衔接规定，对可比期间信息不予调整，首日执行新准则与原准则的差异追溯调整本报告



期期初未分配利润或其他综合收益。具体内容详见《2019 年半年度报告》财务报表附注。 

 

3.3 报告期内发生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更正金额、原因及其影响。 

□适用  √不适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