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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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任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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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0311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李小伟

张雯

办公地址

深圳市南山区高新区科技中二路软件园 2 深圳市南山区高新区科技中二路软件园 2
栋6楼
栋6楼

电话

0755-86156779

0755-86156779

电子信箱

rzxshenzhen@1218.com.cn

rzxshenzhen@1218.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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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48,651,694.60

459,840,117.28

19.3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74,707,534.71

45,930,852.09

62.6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后的净利润（元）

52,425,490.95

40,753,802.80

28.64%

-89,425,268.44

-35,399,649.90

-152.62%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1

0.07

62.65%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1

0.07

62.65%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6.01%

3.57%

2.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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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49,661,738.25

2,288,808,970.68

7.0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1,285,182,140.08

1,223,911,172.26

5.01%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报告期末股东总数

33,3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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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景晓军

境内自然人

华信远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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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7,832,965 质押

38.79%

263,777,286

境内非国有法人

5.51%

37,490,111

0

华信行投资

境内非国有法人

5.31%

36,129,454

36,129,454

丁伟国

境内自然人

4.08%

27,734,012

23,765,922 质押

27,734,012

蒋利琴

境内自然人

3.88%

26,376,139

22,606,610 质押

21,620,600

任子行网络技术股份有限公
其他
司－第 1 期员工持股计划

1.28%

8,718,424

0

天津云鲁冀

境内非国有法人

1.05%

7,151,686

0

刘泉

境内自然人

1.03%

6,978,235

5,796,565 质押

6,829,127

朱瑶

境内自然人

0.99%

6,763,583

6,763,583 质押

5,516,980

景玉林

境内自然人

0.85%

5,805,951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160,216,550

0

不适用

公司股东华信远景除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 13,632,897 股外，还通过华创
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
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 23,857,214 股，实际合
说明（如有）
计持有 37,490,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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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互联网游戏业
公司的愿景是“挖掘网络空间大数据价值，让网络世界更安全、绿色、高效、可控”。公司秉承“诚信、敬业、协同、创
新”的精神，致力于成为网络空间治理大数据智能分析专家，围绕网络安全自主可控和“一带一路”国家战略，以服务国家政
府网络空间安全治理、打击网络犯罪为目标，提供大规模网络安全数据采集和智能分析产品，并以互联网防欺诈、互联网金
融监管产品等应用为抓手，提供网络安全大数据增值服务。
（一）经营业绩方面
报告期内，公司围绕年初制定的经营工作计划，聚焦和强化网络安全业务。网安业务方面，公司围绕公安大数据应用、
舆情大数据管理、互联网防欺诈等领域，加大研发投入和产品优化，加强市场推广力度。公司网络空间舆情治理业务在海外
不断实现国家级项目突破，全资子公司北京亚鸿的互联网防欺诈、IDC信息安全管理等业务快速增长，驱动公司网络安全业
务稳定增长；网娱业务方面，公司全资子公司泡椒思志今年在市场投入节奏上更加稳健，实现净利润增长，公司全资子公司
唐人数码面临用户从PC断向移动端迁移的行业趋势，PC棋牌业务面临较大压力，唐人数码将加大对移动棋牌投入，精简传
统业务，提升公司运营效率。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总收入54,865.17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19.31%；实现利润总额8,261.03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
44.53%；实现归属于母公司股东净利润为7,470.75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62.65%。
（二）投资方面
1、设立基金管理公司
为充分发挥金融服务实体经济作用，通过市场化、专业化运作，助推深圳战略性新兴产业、未来产业发展，促进产业转
型升级，助力深圳打造创新引领型全球城市，公司与北京国富资本有限公司、丁香汇（北京）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共青城国
富动能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共同发起设立基金管理公司深圳国富丁香股权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重点
投资前沿信息科技领域，包括大数据、人工智能、区块链、信息安全等行业。
2、2018年6月30日，公司与海南省工信厅签署了《海南省工业和信息化厅、任子行网络技术股份有限公司战略合作框架
协议》。为推动落实“百亿级人工智能和大数据产业集群”项目工作，海南省工信厅与公司双方本着互利互惠、优势互补、共
同发展的原则，在网络内容与行为审计和网络信息解决方案等方面开展紧密合作，经友好协商，达成战略合作框架协议，目
前暂无实质性进展。
（三）公司荣誉
1、2018年1月19日，公司获批建设了“网络空间治理技术国家地方联合工程研究中心（深圳）”，实现了近年来公司在国
家级重大科技创新平台的重大突破，有助于公司进一步推进产学研合作机制，积极参与和推动国家网络空间安全建设，提升
公司的自主创新能力，增强公司核心竞争力，促进公司可持续发展。
2、2018年6月，公司通过了CMMI3级评估认证，标志着公司在过程组织能力、软件技术研发能力、项目管理能力、方
案交付能力等方面达到了一个新高度，为公司产品的持续创新和升级奠定了坚实的技术基础，未来将更好的支撑公司业务的
发展，进一步促进公司产品竞争力，增强公司竞争实力。
3、2018年1月，任子行态势感知系统（网络空间安全态势感知与预警系统NSSA V6.0）通过CNNVD的兼容性认证，这
标志着任子行及态势感知系统在获得CNNVD兼容性服务资质同时，其信息安全领域的技术实力得到了国家权威机构的认
可。
4、2018年1月，公司申报的《移动互联网应用审计与综合数据处理平台》项目，荣获2017年度深圳市科技进步奖一等奖。
（四）公司的员工激励
为进一步完善公司治理结构，建立、健全公司长效激励机制，完善公司薪酬考核体系，增强公司管理团队和业务骨干对
实现公司持续、健康发展的责任感、使命感，充分调动其积极性，提升公司的核心竞争力，在充分保障股东权益的前提下，
公司实施的2018年度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登记顺利完成，本次股权激励授予226位公司核心员工共计814万股，有效
吸引和保留了优秀管理人才和业务骨干，有助于进一步建立公司的人力资源优势。
报告期内游戏平台新增运营游戏数量为31款，报告期末运营的游戏数量为239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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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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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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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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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本期因失去控制权，不再合并的子公司包括：武汉任子行、任网安。
1、公司于2017年9月14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及第三届监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超募
资金投资项目暨使用剩余超募资金支付北京亚鸿世纪科技发展有限公司部分股权转让款的议案》，同意注销全资子公司武汉
市任子行，上述议案已经公司2017年第七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2018年1月11日，公司收到了武汉市工商行政管理局下
发的《准予注销登记通知书》（（鄂武）登记内销字【2018】第43号），准予武汉任子行注销登记。具体内容详见创业板指
定信息披露媒体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的相关公告。
2、公司于2018年4月将其持有的任网安100%股权转让给惠州碧高物业发展有限公司、深圳开门红控股有限公司。任网
安的注册资本为1000万元（实缴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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