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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重要提示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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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ww.sse.com.cn 网站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文。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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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准确性、
完整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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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会议。
1.4 本半年度报告未经审计。

1.5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无

第二节 公司基本情况
2.1 公司简介
股票种类
A股

股票上市交易所
上海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姓名
电话
办公地址
电子信箱

公司股票简况
股票简称
金桥信息

股票代码
603918

董事会秘书
高冬冬
021-33674997
上海市徐汇区田林路487号宝
石园25号楼
gaodd@shgbit.com

变更前股票简称
/

证券事务代表
邵乐、姚明
021-33674396
上海市徐汇区田林路487号宝
石园25号楼
shaole@shgbit.com;
yaoming@shgbit.com

2.2 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1,603,841,247.45

1,718,169,562.43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
增减(%)
-6.65

1,054,138,743.11

1,126,419,857.60

-6.42

本报告期末
总资产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资产

上年度末

营业收入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
益率（%）
基本每股收益（元／
股）
稀释每股收益（元／
股）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294,000,526.70

396,293,555.99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
减(%)
-25.81

-1,021,562.20

23,863,725.05

-104.28

-2,788,500.56

23,336,313.34

-111.95

-60,991,043.98

-56,038,473.99

不适用

-0.09

2.63

减少2.72个百分点

-0.0028

0.0688

-104.07

-0.0028

0.0698

-104.01

2.3 经营情况的讨论与分析
2022 年上半年，受新冠疫情反复影响，公司部分项目的实施出现进度延迟、验收放缓等情况，
导致整体经营业绩出现下滑。公司多方面积极应对，承压前行，努力将挑战化为动力，坚定信心，
修炼内功。报告期内，公司坚持“业内领先、顾客满意”的发展战略目标，坚持“IT（信息化）
+AV（音视频）+软件”的融合能力，坚定推进基础业务、新兴业务双向开拓，加速新兴业务进一
步落地发展及商业模式持续纵深迭代，聚焦政务、法治、教育、企业和金融等多个重要优势行业，
为行业客户提供融合新技术、产品的最佳实践新方案。围绕行业发展，夯实基础业务持续保持领
先、紧密跟随国家政策及行业发展拓展新兴业务、持续进行技术创新及服务能力提升，是公司实
现未来价值增长的基石。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29,400 万元，同比下降 25.81%；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102.16 万元，同比下降 104.28%。随着 6 月份上海复工复产，公司各项工作正在稳步推进和实
施，各项经营指标亦在有序恢复和改善，下半年公司将持续聚焦战略及主营业务，实现高质量发
展。
报告期内，公司各项重点工作开展情况如下：
（1）深耕基础业务，综合能力不断提升
报告期内，公司在智慧场景、智慧建筑解决方案中不断夯实现有业务的产品优势，坚持“IT
（信息化）+AV（音视频）+软件”的三位一体融合能力，大力发展、推广和应用自主软件和软硬
件产品，加速“互联网+应用+云服务”的业务叠加升级，以资源整合和行业数字化、智能化为主
线，加大研发和技术力度，将大数据、区块链、人工智能、物联网、云计算等新一代信息技术与

行业应用深度融合，互补联动，持续提升公司业务综合能力。
公司在智慧政务、法治、教育和企业等行业持续取得业务进展，报告期内，（a）智慧政务领
域，获得常州市人大常委会会议室智能化改造、宁波市委办公厅数字会议改造、宁波市电子政务
数字会议系统及上海市杨浦区人大常委会会务信息化系统等项目的承建或运维工作，发挥公司优
势能力，进一步协助政府客户数字化转型；（b）智慧法治领域，获得西藏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
汕尾市中级人民法院、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佛山市南海区人民法院、四川省崇州市人民法院、
成都市双流区人民法院等客户关于科技法庭及相关信息系统建设等承建工作，上海疫情期间，全
市法院正式启用公司自主研发的上海高院互联网视频会议平台，更好的为法院提供视频会议支持，
为法院工作有序推进做出贡献；
（c）智慧教育领域，获得中欧国际工商学院北京校区、清华大学
金融学院、中国传媒大学学术中心、方太理想城（方太学校）等智慧校园、教室及相关音视频等
承建工作；
（d）智慧企业领域，获得蔚来汽车、国核电力、中国三峡集团、三一集团等关于会议
系统、数字设施等承建工作。
（2）坚持自主创新，坚定新兴业务发展方向，增长势能持续可期
大数据及云平台服务是公司重点发展的新兴业务，报告期内整体发展态势稳定。公司继续推
进研发和业务的深度融合，自研软件产品的创新迭代及研发成果的落地转化，坚持自主创新的研
发策略，开辟业务增长新领域，推动公司持续健康发展。
① 多元化软件产品协同发展，赋能业务增长
人民法院移动执行平台：“人民法院移动执行平台”是建立“专网+互联网”全覆盖的执行信
息化工作模式的关键环节，同时也是落实执行“三统一”
（管理、指挥、协调的统一）目标的重要
抓手。平台真正实现了执行管理调度、执行辅助办案、执行互动公开的全在线服务，面向全国 32
个省（自治区、直辖市）
、3,500 家法院执行指挥中心、8 万余名执行干警、700 余万名申请执行
人提供统一管理和优质服务，深化解决执行难工作的大格局建设，构建互联网领域的执行新生态。
公司在传统司法信息化建设模式的基础上，提供基于 SaaS 平台化的服务模式，为全国法院提
供高可用性，高延展性的高度专业化服务，报告期内，移动执行平台新签合同额 2,321 万元，同
比增长 331%，下半年公司将持续提升该产品的服务质量，努力提高收费签约率。移动执行平台将
持续提高技术创新能力、积极推动执行相关工作与 5G、区块链、人工智能等先进技术深度融合，
以技术驱动为执行工作提质增效。
终本案件智能核查系统：终本案件智能核查系统利用人工智能、区块链存证、智能合约等技
术，构建“办理信息+电子卷宗”双重校验标准，更好地为执行终本案件管理提供支撑，可提供终

本案件自动核查服务、智能监管服务。通过终本案件结案、电子卷宗材料内容合规性等方面实现
终本案件结案执行的流程合规，保障诉讼参与人的权益，实现司法为民，司法公正。截至目前，
该系统已在杭州互联网法院等相关法院客户落地使用。
新一代执行办案系统：新一代执行办案系统为原执行集约化智能辅助办案系统升级迭代产品，
该系统充分利用大数据、人工智能、机器学习、区块链等技术，构建面向执行全流程、全方位的
自动化、智能化服务的新一代执行办案系统。以“数据驱动”为设计理念，突破传统文书生成技
术，实现文书与办案数据之间的双向流动，以文书驱动业务数据的自动化采集。将区块链技术与
流程自动化技术相结合，有效提高自动化应用的稳定性和可靠性，针对集约化办案模式，实现执
行任务集约化、精细化，智能化分派与管理。目前相关业务正在有序推进中。
Space365 空间管理平台：在数字化转型的大背景下，以数字化升级为核心，重新定义人和空
间之间的关系，助力企业真正实现以员工为中心，挖掘行业洞察、实现商业价值。公司自研产品
Space365 空间管理平台采用了基于物联网传感及交互的技术，以感知及管控空间内的人，环境及
设备，实现智能化的空间管理，目前已应用到企业、教育、法院、医疗和政府等多个行业。
报告期内，Space365 继续推进面向园区级别空间物联网管理升级，通过小屏（移动端）应用
触达直接用户，为用户提供面向空间的应用服务，客观上提升了应用的频度，增加了系统粘性；
中屏（桌面端应用）面向管理运营，做实系统应用，为客户空间、信息系统运营管理提供有效管
理抓手；面向大屏（数字孪生）提供数据服务、面向第三方应用提供物联网管理控制服务。目前
中欧国际工商学院、字节跳动及方太理想城等项目正在这个层面上具体推进。
云视频会议及通讯平台—易享 Heyshare：易享 Heyshare 是公司自研的企业级云视频 SaaS 服
务平台，致力于为政府、教育、医疗等行业提供安全、有序、便捷、高效的云视频协作及支持。
报告期内，受疫情波动影响，面向专业用户服务的易享产品，得到了客户的认可。在政府应
急值班场景的应用上进一步拓展，相关客户从原有省、市、县区的三层结构，逐步推进到乡镇街
道，用户规模进一步扩大，针对传统视频会议系统，具备业务融合、规模灵活扩容、常态化管理
等诸多优势，成为政府部门一个基础的办公手段。
公司持续加大云视频核心技术的研发和投入，加强业务团队的能力建设，结合公司“AV+IT+
软件”的融合能力，推动 Heyshare 向“云+空间+场景”的多行业、多场景渗透；同时在国产可控
方面持续迭代，进一步提升国产化替代水平，优化专网、弱网、跨网环境下的系统性能，为可能
的升级换代需求做准备。
② 积极布局金融法律科技，业务发展格局初显

随着最高人民法院提出多元解纷、诉源治理的指导思想，为积极拓展公司业务发展空间，适
应公司战略发展需要，公司布局金融法律科技领域，控股子公司金桥亦法定位致力于为金融法律
纠纷提供全生命周期的系统解决方案。公司多元金融解纷系统充分利用区块链，人工智能等先进
技术，对不同的业务流程、业务场景，不同的数据类型都可进行溯源追踪，从数据的产生到各类
协议的生成，保证所有环节都真实可验。报告期内，公司积极与政府机关、金融机构、大型企业
等相关客户展开合作与探讨，取得一定的进展。
2022 年 1 月，金桥亦法与蚂蚁区块链签署《运营服务协议》，双方共同打造基于区块链的司
法在线服务平台，为吉致汽车金融有限公司提供相关运营服务。
2022 年 6 月，金桥亦法与蚂蚁智信签署《纠纷多元治理平台技术合作框架协议》
，双方在金
融法律解纷领域展开技术合作，共同探索构建全链路的纠纷高效解决机制，共同研发 “纠纷多元
治理平台”相关的技术产品；共同推动上述产品在相关行业应用部署，部署方式包括但不限于公
有云部署、本地化部署等。本次合作将有利于公司把握战略机会，推进新兴业务板块大力发展，
打造基于区块链及人工智能技术的一站式互联网金融解纷方案，促进公司持续、健康、高质量发
展。
（3）持续推进组织变革，不断增强组织能力
变革是企业持续发展的驱动力。报告期内，公司加强组织流程体系化建设，大力推行组织变
革，提升管理效率。在设计、实施、研发、运维等方面实行垂直管理，形成矩阵制模式，加强总
部管控能力，支持公司管理向集约化、精细化发展。
在内部信息化管理上，公司充分发挥技术优势，持续推进管理创新。随着项目立项报审质量
评估模型、合同收款计划模型上线，进一步试点推行公司管理支付平台，不断推进精细化管理；
公司运维管理平台可实现驾驶舱的天眼洞察、风险预警和易耗品管理、超级二维码的“码上知道”
、
2

以及手机APP上的设备信息可视化、维修进度提示等，把OSC 的实体化运行真正落到实处；自主开
发的“工程魔方”APP，实现对项目实施、交付、验收全过程的有效管理，提升运营质量；经营业
务数据采集和分析，为业务开展、项目管理、决策部署、战略制定提供有力支持。
（4）首次实施员工持股计划，凝聚合力推动长期成长
报告期内，公司发布《2022 年员工持股计划（草案）
》及《2022 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
励计划（草案）
》
，其中员工持股计划系首次实施，公司持续推出股权激励计划有助于进一步绑定
核心及骨干人才，充分调动公司员工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建立、健全公司长效激励机制，实现公
司长期健康成长。

2.4 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 股
截至报告期末股东总数（户）

23,161

截至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0

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性质

金国培

境内自然
人

18.86

69,368,339

0

质押

上海云鑫创业投资有限
公司

境内非国
有法人

5.54

20,392,156

0

无

杭州文心致禾资产管理
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
有法人

5.04

18,520,388

0

质押

上海拓牌资产管理有限
公司－拓牌兴丰 9 号私募
证券投资基金

境内非国
有法人

4.53

16,650,000

0

无

0

孙学成

境内自然
人

1.65

6,080,115

0

无

0

金史平

境内自然
人

1.59

5,840,510

0

无

0

李志明

境内自然
人

1.19

4,390,972

0

无

0

朱树旺

境内自然
人

1.14

4,200,660

0

无

0

沈颖华

境内自然
人

0.82

2,999,500

0

无

0

周喆

境内自然
人

0.74

2,715,563

0

无

0

股东名称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
的说明

持股
数量

持有有限
售条件的
股份数量

持股比
例(%)

质押、标记或冻结的
股份数量
22,308,000
0
18,520,000

1、上述股东中，金国培为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孙学成、金史平、李志明、朱树旺、沈颖华为公司发行人
股东，其中金史平为公司现任董事长、总经理，且金史平
为金国培的堂弟。除此之外，公司未知上述其他股东是否
存在关联关系或属于《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规定的一
致行动关系。2、杭州文心致禾资产管理合伙企业（有限
合伙）
（以下简称“杭州文心致禾”）
、拓牌兴丰 9 号私募
证券投资基金于 2021 年 11 月 29 日签署《一致行动协议》，
并且杭州文心致禾向拓牌兴丰 9 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以
大宗交易方式转让 1,665 万股。拓牌兴丰 9 号私募证券投
资基金与杭州文心致禾为一致行动人。
无

2.5 截至报告期末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前 10 名优先股股东情况表
□适用 √不适用
2.6 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适用 √不适用
2.7 在半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存续的债券情况
□适用 √不适用

第三节 重要事项
公司应当根据重要性原则，说明报告期内公司经营情况的重大变化，以及报告期内发生的对公司
经营情况有重大影响和预计未来会有重大影响的事项
□适用 √不适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