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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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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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焦点科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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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2315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顾军

迟梦洁

办公地址

南京高新区星火路软件大厦 A 座 12F

南京高新区星火路软件大厦 A 座 12F

电话

025-8699 1866

025-8699 1866

电子信箱

zqb@made-in-china.com

zqb@made-in-china.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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5,082,368.77

上年同期
630,843,704.32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35.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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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33,653,067.26

33,040,187.76

1.8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的净利润（元）

13,545,246.70

16,188,616.80

-16.33%

-35,363,258.37

-116,851,258.34

69.74%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40

0.14

0.00%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40

0.14

0.0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81%

1.69%

0.12%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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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13,866,887.22

2,561,273,600.52

-5.7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1,781,262,614.26

1,863,707,051.80

-4.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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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6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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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质押或冻结情况

持有有限售条件的股份数量

股份状态

沈锦华

境内自然人

55.64%

130,743,522

98,057,641 质押

姚瑞波

境内自然人

2.93%

6,876,488

5,157,366

中央汇金资产管
国有法人
理有限责任公司

2.02%

4,744,400

0

谢永忠

境内自然人

1.40%

3,289,208

欧阳芳

境内自然人

0.84%

1,974,000

0

许剑峰

境内自然人

0.78%

1,826,160

1,369,620

赵鹏

境内自然人

0.33%

780,000

0

高文

境内自然人

0.24%

565,400

0

武树军

境内自然人

0.22%

508,700

0

徐丽宏

境内自然人

0.20%

464,200

0

2,466,906 质押

数量
29,280,000

253,5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 上述股东中沈锦华、姚瑞波、许剑峰、谢永忠与其他股东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且不属于一
的说明
致行动人，未知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及是否属于一致行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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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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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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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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年上半年，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内共实现营业总收入40,508.24万元，比上年同期下降35.79%，主
要系根据2017年11月1日生效的《国家税务总局关于调整完善外贸综合服务企业办理出口货物退（免）税
有关事项的公告》（国家税务总局公告2017年第35号）的要求，公司提供进出口服务的全资子公司焦点进
出口服务有限公司改变业务核算方式，由原来的商品贸易模式变更为按照外贸综合服务确认业务收入，导
致营业总收入中的商品贸易收入大幅下降。如剔除该因素的影响，公司2017年上半年的营业总收入为
36,602.98万元，2018年上半年较去年同期增长10.67%；营业成本12,730.74万元，比上年同期下降66.20%，
主要原因同样系上述因素影响导致商品贸易中的货物成本下降所致。如剔除该因素的影响，公司2017年上
半年的营业成本为11,570.77万元，2018年上半年较去年同期增长10.03%；销售费用17,488.15万元，比上
年同期增长15.79%，主要原因是新一站渠道服务费增加所致；管理费用10,097.73万元，比上年同期增长
12.11%，主要原因是研究阶段的研发费用相对增加所致；研发投入5,527.94万元，比上年同期下降6.86%，
主要原因是研发人员数量减少所致；财务费用-30.20万元，比上年同期增长61.97%，主要系利息收入减少
所致；净利润3,223.46万元，比上年同期增长1.81%。
报告期内公司经营活动的现金流净额为-3,536.33万元，比上年同期增长69.74%，主要原因系焦点小
贷发放贷款减少所致；投资活动产生现金流量净额为-6,248.91万元，比上年同期增长66.65%，主要原因
系报告期内投资支出减少所致；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为-11,616.47万元，比上年同期下降14.69%，
主要系报告期内偿还债务导致筹资活动现金流出增加所致；汇率变动对现金及现金等价物的影响为28.95
万元，比上年同期增长110.83%,主要系美元汇率上升所致。
（一）外贸B2B电子商务平台及跨境贸易综合服务
2018年上半年，中国制造网大力推行“钻石会员”升级服务，获得了大批高端客户的认可和积极反馈。
“钻石会员”服务进一步促进了中国制造网会员体系的分级，优化了会员服务架构，提升客户服务品质。
同时，该服务的成功推行表明了“会员服务费”这种盈利模式尚有很大的发展潜力，公司的服务项目与服
务深度仍有较大的提升空间。
报告期内，美国子公司InQbrands Inc.在品牌服务的基础上，为中国外贸企业提供更为灵活的品牌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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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定制化服务，并与北美知名供应链系统服务商LSS紧密筹备海外仓系统对接；Doba.com于报告期内推出
连接中大型零售商和供应商的Dropship管理工具CRUX，用科技解决零售商因仓储限制导致的销量瓶颈问
题。
公司开发并运营的B2B在线交易平台Crov.com在2018年上半年明确了为更多国家和地区的海外本地中
小型买家提供优质的中国商品批发服务的发展方向，将以中国制造网的外贸服务作为基础，从海外买家需
求出发，帮助海外买家达成符合其需求的产品订单；另一方面，美国本土的业务团队能够为当地中小型买
家提供咨询和服务，帮助小型买家通过Doba.com完成线上交易，同时在海外增设多场线下订货会和国外
local行业展会，为中国中小型外贸企业提供更多与美国本土买家进行直接、深入接触的机会。
焦点进出口在上半年持续加强风险控制，主动剔除风险较高的客户，专注于优质客户的运营，在垂直
领域发展自己的纵深关系，提升客户体验与效率，打磨服务质量，与客户共进退。
截至2018年6月30日，中国制造网（Made-in-China.com）共有注册收费会员16,758位，其中英文版收
费会员14,478位，中文版收费会员1,902位。
（二）互联网保险B2B/B2C电子商务平台及互联网保险综合服务
2018年上半年，由新一站代理的保单件数接近百万件，险种涵盖短期旅游险和货运险，一年期的意外
险、健康险、家财险、团体险、车险、产责险、雇责险以及长期的定寿、重疾类人寿保险。在经营多品牌、
多险种的过程中，新一站夯实了业务基础，形成了多终端融为一体的保险平台，积累了丰富的保险产品和
运营经验，培养了大批业务专家，咨询顾问和服务人员，凭借新一站综合实力的提升，新一站的市场竞争
力有所增强。
在业务发展方面，新一站组建的人寿险顾问团队规模和创造的经济效益进一步提升，由专业保险顾问
为新一站客户提供更为全面的家庭保障方案，更有针对性的保单生命周期管理服务，真正实现一站式的保
险管理服务。
在客户服务方面，秉持“让保险更保险”的理念，新一站服务团队提供7x24小时的全天候客户服务，
解决保险客户在售前、售中、售后过程中所遇到的各类问题。上线新一站保险平台会员体系，为忠诚度较
高的客户配备专属客服人员提供一对一的客户关怀和服务，提升客户的满意度和体验。新一站的特色服务
“省心赔”，上半年共受理了逾万件客户理赔申请，客户通过新一站保险平台和移动端，可以实时查看理
赔进度、了解理赔进展，真正体验到省心的理赔。
在产品研发方面，新一站持续聚焦核心业务，重点投入基础平台、业务平台和移动平台方向。同时，
公司还投入研究和实践前沿科技方向，包含人工智能与保险行业相结合的应用，区块链技术的应用开发等
在科技方向的创新与进步，有助于公司沉淀无形资产、塑造创新的企业文化氛围。
（三）内贸B2B电子商务平台及企业采购供应链管理服务
报告期内，百卓科技针对现有产品进行了升级，同时针对触屏站、产品发布功能及质量检测等频道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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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进行优化和改进；供应链管理方面，从为工业品大客户提供单纯的买卖服务升级为帮助企业进行管理
及供应链整合。
百卓科技积极响应政府“围绕工业互联网创新发展应用生态，推动企业互联互通改造，搭建各类服务
平台，积极培育新模式新业态，形成工业互联网工作推进的新格局”这一政策指导要求，积极探索工业物
联网平台及服务，并已入选“江苏省工业互联网服务资源池单位”。
（四）关注会员成长，注重“品牌力量”、共创“中国制造”。
2018年5月10日，国务院批准设立“中国品牌日”后的第二个庆典日，由焦点科技、中国制造网发起
并主办的“品牌引领质赢未来中国品牌日主题峰会暨2018中国制造之美年度评选启动仪式”在南京隆重
举办，中国制造之美活动自2011年正式启动，面向所有中国制造产品，通过公益性评选，推出一系列能够
代表现代中国制造业水平的优秀产品，并为优秀的中国制造企业及产品打造集“优品全球发布会”、“线
上推广”、“贸易对接”、“媒体宣传”为一体的全方位、立体化的全球推广活动。并通过多种形式的对
接服务，推动制造企业与制造业专家、设计机构的零距离沟通与交流，切实帮助企业提高生产制造水平和
产品设计能力，提升产品附加值，引导更多中国制造企业重视品质与创新，鼓励产业创新与变革，提升中
国制造的品牌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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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焦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沈锦华
2018 年 8 月 1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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