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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300541                           证券简称：先进数通                           公告编号：2019-039 

北京先进数通信息技术股份公司 2019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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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异议声明 

姓名 职务 内容和原因 

声明： 

除下列董事外，其他董事亲自出席了审议本次半年报的董事会会议 

未亲自出席董事姓名 未亲自出席董事职务 未亲自出席会议原因 被委托人姓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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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进数通 股票代码 300541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朱胡勇 王朗 

办公地址 北京市海淀区车道沟一号滨河大厦 D 座六层  北京市海淀区车道沟一号滨河大厦 D 座六层  

电话 010-68700009 010-68700009 

电子信箱 adtec@adtec.com.cn adtec@adtec.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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元） 809,147,234.26 546,766,984.42 47.9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23,349,999.94 18,143,482.61 28.7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后的净利润（元） 

23,358,574.09 17,606,131.24 32.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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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269,254,842.57 5,958,790.10 -4,618.62%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3 0.10 30.00%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3 0.10 30.0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2.97% 2.43% 0.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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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39,432,868.01 1,318,704,222.54 1.5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804,643,410.99 775,786,296.91 3.72%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报告期末股东总数 16,3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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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持有有限售条
件的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范丽明 境内自然人 6.64% 12,033,542 12,033,542   

林鸿 境内自然人 6.00% 10,871,784 10,871,784 质押 3,965,537 

北京银汉创业投资

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5.20% 9,419,661 9,419,661   

李铠 境内自然人 5.15% 9,332,342 9,332,342 质押 1,996,070 

陈东辉 境内自然人 4.84% 8,760,285 8,760,285 质押 4,785,070 

韩燕婴 境内自然人 4.84% 8,760,285 8,760,285 质押 3,887,478 

北京致远天成科技
中心（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
人 

3.61% 6,543,076 6,543,076   

林波 境内自然人 2.84% 5,136,407 5,136,407 质押 5,136,404 

朱胡勇 境内自然人 2.82% 5,104,709 5,104,709 质押 2,392,293 

罗云波 境内自然人 2.65% 4,801,336 4,801,336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上述股东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属于相关法规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参与融资融券业务

股东情况说明（如有）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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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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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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80,914.72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47.99%，其中IT基础设施建设业务增长59.15%，软件解

决方案业务增长13.12%，IT运维服务业务增长23.41%。归属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2,335.00万元，较上年同期增加28.70%。
报告期内，公司2018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产生的股份支付费用为419.49万元，扣除股权激励计划产生的股份支付费用影响，

较上年同期扣除股权激励计划产生的股份支付费用影响后净利润增长42.72%。 

报告期内，公司来自互联网行业IT基础设施建设业务收入增长强劲，成为公司收入增长的主要动力。互联网行业IT基础
设施建设投入巨大，大型互联网企业自身技术能力较强，对公司增值服务要求相对较低，使得该类业务毛利率维持在较低水

平，该类业务占比扩大也使得公司整体毛利率有所下降。 
报告期内，公司软件解决方案业务实现稳步增长，收入结构呈现积极变化。基于云架构的分布式业务处理应用及大数据

相关应用，在区域性银行及非银行金融机构市场得到了规模化推广，成为公司软件解决方案业务增长的主要动力。同时，公

司积极参与金融生态系统建设，与金融客户合作将自身IT能力向周边客户端延伸，该类业务有望成为公司软件业务新的增长

点。 

报告期内，公司IT运维服务业务收入明显增长，在稳定传统客户IT运维服务市场同时，公司积极拓展区域性银行客户及
非银行金融机构市场。随着募投项目的顺利实施，公司推出网络自动化运维平台并建立相关的服务体系，公司IT运维服务业

务从传统的产品维保，转向以系统运维服务为重点发展方向。 

2019年上半年，金融IT投资呈现平稳态势，传统业务领域保持稳定，新技术应用、新业务发展趋于活跃。面对互联网冲

击、利润增速放缓、金融领域强监管、防范金融风险、信息安全、普惠金融等一系列的变化和要求，金融业深感压力。为应

对快速变化的外部环境，在竞争中处于不败之地，金融科技创新正在借鉴互联网行业发展思路，重新规划自身业务系统的建

设路线。在线上业务方面，与大型互联网公司深度合作，重构线上业务系统；在金融生态建设层面，金融应用不断向金融上

游客户应用领域渗透；在基础设施建设领域，以云架构为基础，重构金融数据中心基础设施；在风控领域，应用大数据、人

工智能及分布式计算等技术，改造和升级传统业务系统，实现业务全流程的风险管控；在应用软件层面，追求快速、精准满

足业务发展的需求，软件开发模式向数据驱动业务、敏捷开发、产品工厂等方向发展。 

公司认为国内金融信息化建设正面临着基础架构、系统建设方式、运营方式等多个方面的深刻变化，总体投资规模将呈

现稳定增长态势。面对金融科技发展及金融客户业务转型，私有云、专有云的广泛应用，公司近年来集中核心资源加大向融

合多云能力和更多开源工具软件平台/语言等转变、大数据管理服务平台及大数据创新应用、金融业务处理系统向云架构迁

移的投入；同时与金融机构一起建设金融生态、将公司的软件服务能力向金融生态客户端延伸，为公司未来发展奠定了良好
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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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财政部2017颁布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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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会计准则第37号——金融工具

列报》（财会[2017]14号），要求境内上市企业自2019年1月1日起施行新金融工具相关会计准则。财政部于2018年6月15日颁
布的《关于修订印发2018年度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通知》（财会[2018]15号）（以下简称“财会[2018]15号”），要求已执

行新金融准则的非金融企业按照修订后的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适用于已执行新金融准则或新收入准则的企业）编制财务

报表。按照上述通知及上述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和要求，公司对原会计政策进行相应变更。 

财政部于2019年4月30日颁布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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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简称“《修

订通知》”），对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进行了修订，要求执行企业会计准则的非金融企业按照企业会计准则和《修订通知》
的要求编制2019年度中期财务报表和年度财务报表以及以后期间的财务报表。根据《修订通知》的有关要求，本公司属于已

执行新金融准则但未执行新收入准则和新租赁准则的企业，应当结合《修订通知》的要求对财务报表格式及部分科目列报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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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相应调整。 

主要影响如下： 

会计政策变更内容和原因 受影响的报
表项目名称 

本期受影响的报表项目金额 上期重述金额 上期列报的报表项目
及金额 

适用新金融准则和新财务报表
格式，对金融工具进行重分类 

可供出售金
融资产 

0.00 0.00 6,000,000.00 

适用新金融准则和新财务报表

格式，对金融工具进行重分类 

其他权益投

资 

6,000,000.00 0.00 0.00 

应收票据和应收账款分开列示 应收票据 

应收账款 

应收账款：515,340,021.24  应收票据：1,529,521.30 

应收账款：466,295,722.55 

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

467,825,243.85 

应付票据和应付账款分开列示 应付票据 

应付账款 

应付票据：18,454,019.00 

应付账款：66,065,796.92 

应付票据：55,857,757.69 

应付账款：138,372,998.81 

应付票款及应付账款：

194,230,756.5 

“减：资产减值损失”调整为

“加：资产减值损失（损失以

“-” 号填列）” 

资产减值损

失 

资产减值损失（损失以“-” 

号填列）：2,213,469.50 

资产减值损失（损失以“-” 

号填列）：1,463,144.99 

资产减值损失：

-1,4631,44.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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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报告期无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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