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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300302                     证券简称：同有科技                     公告编号：2019-074 

北京同有飞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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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本报告摘要所载资料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报告的董事会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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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有科技 股票代码 300302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变更前的股票简称（如有） 不适用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沈晶 渠艳爽 

办公地址 
北京市海淀区地锦路 9 号院 2 号楼-1 至 4

层 101 

北京市海淀区地锦路 9 号院 2 号楼-1 至 4

层 101 

电话 010-62491977 010-62491977 

电子信箱 zqtz@toyou.com.cn zqtz@toyou.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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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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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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8,237,117.03 224,552,161.79 -38.4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5,756,450.88 18,060,271.62 -68.1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后的净利润（元） 
4,893,115.03 17,263,777.11 -71.66%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12,507,194.01 -98,104,035.36 -87.25%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133 0.0429 -69.00%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133 0.0428 -68.93%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0.61% 2.33% -1.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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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56,038,010.67 902,209,666.99 61.3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1,163,920,644.17 816,652,110.05 42.52%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报告期末股东总数 31,4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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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泽湘 境内自然人 18.29% 83,428,597 62,571,448 质押 52,760,000 

杨永松 境内自然人 13.94% 63,609,329 47,706,997 质押 56,569,999 

佟易虹 境内自然人 13.80% 62,967,119 50,640,224 质押 30,000,000 

杨建利 境内自然人 3.00% 13,682,976 13,682,976     

沈晶 境内自然人 2.85% 13,002,364 9,751,773 质押 7,374,400 

合肥红宝石创

投股份有限公

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2.07% 9,439,059 9,439,059     

珠海汉虎纳兰

德股权投资基

金 合 伙 企 业

（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人 1.13% 5,164,950 5,164,950     

罗华 境内自然人 0.99% 4,521,254 3,390,940 质押 3,640,000 

北京华创瑞驰

科技中心（有

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人 0.96% 4,390,245 4,390,245     

袁煜恒 境内自然人 0.60% 2,745,000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

明 

周泽湘、佟易虹、杨永松、沈晶、罗华、袁煜恒为公司的发起人，截至本报告出具

日，发起人股东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及一致行动关系。公司未知其他股东之间是否

存在关联关系，也未知是否属于《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参与融资融券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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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务股东情况说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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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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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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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今世界，互联网、云计算、人工智能的迅猛发展、5G时代的到来、物联网及边缘计算的崛起预示着

一场更大的数据洪流。作为大数据的载体，同一个存储系统中往往承载着来自不同应用的数据，需要更大

量的并发处理，更快速的数据访问，更智能的数据管理方式，更灵活的资源配置以及更低的成本，这对存

储介质及存储架构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闪存技术凭借高速的业务响应、稳定持久的数据输出，成为应对新

兴应用发展的技术趋势。分布式技术以灵活、易扩展、低成本等特性成为在业务品种和业务量爆炸式增长

的过程中的新型业务架构的选择。各类应用的不断应用与推广，随之也产生了无处不在的信息安全风险，

在当前贸易摩擦不确定局面下，国产核心技术和软硬件必须自主创新才能在市场中占有一席之地，自主可

控的价值越发彰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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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专注于数据安全的本土的企业，公司向来以自主可控和信息安全为已任，以树立民族品牌形象，

推动民族存储产业的发展为使命，坚持走自主创新之路，继续推进以自主可控、闪存为重点的战略方向，

通过内生增长和外延扩张实现战略目标双驱动，全面助力实现第三次转型。2019年上半年，公司继续加大

研发投入，大力引进高端技术人才，设立武汉分布式研发中心，并于报告期内推出自主可控ACS 10000A和

ACS 5000F存储系统，ACS 5000A已在多个国家级、省市级政府机关试点项目中成功应用，同时，公司围绕

转型战略，对组织架构及人员配置进行布局调整，优化企业管理流程，大幅提升效率和质量。在此基础上，

公司借力资本市场，围绕自主可控和闪存多维度布局，加深同鸿秦科技、忆恒创源等投资标的资源协同程

度，继续加强同天津飞腾、天津麒麟的战略合作，寻求同国产领先电子信息企业的沟通合作，充分协同上

下游产业资源，增强技术原创力，打造自主可控存储产业链。2019年上半年公司开展的主要工作有： 

1、加大研发投入，打造研发中心 

公司围绕自主可控、闪存、分布式引进核心技术人才，不断在闪存控制器、底层算法、闪存系统、闪

存应用等方向加大投入研发，全面设立打造新的研发中心。2019年上半年 ，公司通过多种渠道引进高端

技术人才，全力打造研发专业团队，继续加强在自主可控、分布式、全闪存存储技术方面的研发力度，研

发投入1,951.37万元，增长幅度48.53%，占收入比14.12%。此外，公司在已建成北京集中式研发中心、上

海闪存研发中心的基础上，设立武汉分布式研发中心，未来公司将继续在全国主要产业发展基地如长沙等

地铺设研发力量，密切关注并追踪国家最新政策与前沿技术，充分协作配合，实现各区域人才、资源、技

术联动。 

2、坚持技术创新，丰富产品系列 

公司对已有自主可控、闪存等产品进行迭代、优化和升级，针对新型功能特性重点研究开发，通过不

断的研发创新为用户提供贴近应用的高品质存储产品与解决方案。业界首款商用自主可控存储ACS 5000A

问世不到一年时间，目前在党政行业IT国产化试点项目中市场占有率超过40%，并且已通过国家电网入围

性能测试。报告期内，公司在ACS 5000A的基础上不断进行优化，由中低端向中高端升级迭代，全面落实

供应保障工作；全闪存方面，推出了全闪存统一存储系统ACS 5000F，适配鸿秦科技等多家企业的SSD，提

升ACS 5000产品系列整体性能，为NVMe全闪存存储系统开发积累经验，目前公司已设计出基于FT2000+的

NVMe SSD全闪存存储系统架构，未来将加快产品落地进度，实现国产平台和闪存技术双重领先优势；分布

式方面，实现自主可控产品系列由集中式向分布式扩展，推出具有弹性灵活敏捷架构的自主可控分布式存

储系统ACS 10000A，未来公司将基于分布式存储产品，打造针对不同行业的整体解决方案，提供标准化的

软硬件接口，并将其与平台软件深度集成，最大化提升云环境下的IT服务能力，帮助用户突破数字化和云

化转型的存储瓶颈。 

3、借力资本市场，完善产业布局 

公司有机整合优势行业内上下游产业链优质资源，在发力部件级技术的基础上，去年重点开展重大资

产重组项目，收购鸿秦科技100%股权。报告期内，鸿秦科技已完成工商变更，成为公司全资子公司。从混

合存储过渡到全闪存存储，全闪存时代正加速到来，公司依托自身对客户需求的深入理解和解决方案能力，

结合鸿秦科技的主控芯片及其在SSD硬件设计、安全加密和产品高可靠性等方面的深厚积累，借助忆恒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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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在NVMe固件层面上技术先发优势，各方可以形成在存储领域的优势互补，全面布局闪存控制器、底层算

法、闪存系统和闪存应用，协同鸿秦科技、忆恒创源、泽石科技、国科亿存等投资标的的优势资源，将实

现从芯片、到部件、再到系统级的存储全产业链布局。 

4、合作互利共生，扩大产业集群  

公司大力推进建设存储生态合作伙伴阵营，自2018年7月三方签订战略合作协议以来，与天津飞腾、

天津麒麟继续开展战略合作，发挥各自在存储、芯片、操作系统等方面的优势，共同研发自主可控全闪存

存储系统，协同上下游产业资源共建云计算解决方案，推动自主可控技术、产品、方案和生态圈的建设。

公司现已推出多个系列的全国产存储系统，适用于不同业务需求和应用领域。报告期内，公司推出了基于

天津飞腾处理器、天津麒麟国产操作系统的ACS 10000A分布式存储系统和ACS 5000F全闪存存储系统，真

正实现了硬件、软件层面完全的自主可控。现公司已同天津麒麟、人大金仓、盛科网络、中科曙光等多家

企业的操作系统、数据库、交换机、服务器等产品完成互相认证、实现互联互通。公司将继续组建扩大自

主可控生态合作伙伴阵营，加强与中国电子集团、中国长城等国产领先企业交流合作，与集成商、ISV建

立营销生态圈，打造IT产业集群，实现存储产业链的自主可控，推进国产存储生态建设。 

5、加大市场拓展力度，提升品牌影响力 

公司紧跟国产化替代重点进程，围绕党政军及重点领域布局国产试点项目入围测试，目前公司已经完

成特殊行业国产化入围测试、国家电网入围测试、党政行业IT国产化项目入围测试，尤其在党政行业IT国

产化项目替代试点项目市场占有率超40%，为公司紧抓党政军国产替代发展机遇夯实基础。公司重视市场

宣传，积极参与业内信息技术应用创新研讨活动，与产业链龙头企业合作举办自主可控推介活动、参加业

内具有影响力的会议等，借助品牌效应扩大公司产品影响力。报告期内，公司ACS 5000A被评为“2018年

度最佳自主创新产品奖”；云存储系统NCS 10000荣获雪亮工程十大创新产品奖。公司多次受邀参加战略

合作伙伴天津飞腾产品及生态体系市场推介会；习主席考察天津滨海-中关村协同创新展示中心，参观天

津飞腾展厅并听取飞腾总经理汇报，公司作为飞腾合作伙伴，也受邀参展。围绕在自主可控、闪存领域的

布局，公司参加2019网信自主可控技术峰会暨技术创新与应用推进大会、2019自主可控计算机大会等重要

活动，公司的品牌影响力得到了极大的提升，有力地促进了公司业务的迅速发展。 

6、优化内控模式，完善公司体系 

随着公司战略转型及业务规模逐步扩大，产品结构和客户体系进一步趋向完善，公司围绕战略转型布

局调整组织架构及人员配置，完善招聘、考核、薪酬等重要制度，优化企业管理流程，提升内部管理水平，

完善公司研发及质量控制体系，大幅提升效率和质量。公司持续整合供应链平台，提高供应链生产能力，

通过优化场地设施、硬件及相关作业流程，大幅提高供应链生产、库房及物流规范化水平，实现精益生产。

继续推动销售模式的转变，打造市场竞争规模优势。为更充分地利用区域政策等优势资源，更高效地推动

产品及投资项目实施，公司进一步完善内部体系，促进各业务板块的分类运营和归口管理，增强专业化经

营能力。  

7、完善激励机制，增强人才建设 

公司高度重视人才引进与培养，拓宽人才引进渠道，不断完善人才选拔、考评和奖惩机制，创新人才



北京同有飞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6 

培养机制，增强人才储备。公司结合与各高校、科研院所合作，大量引进高端技术人才，打造精干技术团

队。公司重视人才培养机制，依托同有大学，结合外派学习，丰富人才培养渠道，有针对性的开展多层次

培训课程。为了进一步建立、健全公司长效激励机制，吸引和留住优秀人才，充分调动公司管理层及核心

业务技术骨干的积极性，有效地将股东利益、公司利益和核心团队个人利益结合在一起，在充分保障公司

利益和核心团队的前提下，报告期内公司完成了2018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295万份股票期权的预留授予登

记工作，实现利益共享，增强公司凝聚力与向心力，促进公司长远发展。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13,823.71万元，下降比例38.44%，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

575.65万元，较上年同期下降1,230.38万元，下降比例68.13%。业绩变动主要原因：由于自主可控战略实

施效果需依据政策推进程度逐渐显现，内部调整转型取得明显成效尚需一定时间，订单需求有待进一步释

放；公司研发投入持续加大，研发费用较去年同期增加637.59万元，同比增长48.53%，因收购鸿秦科技导

致融资规模和融资成本提升，财务费用较去年同期增加383万元，故报告期内公司业绩较去年同期相比下

降。公司将继续加强战略导向，在闪存和分布式领域进行产品研发布局，增强核心竞争力，在关键技术上

实现弯道超车，进而实现公司业务盈利性增长和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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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计政策变更的内容和原因 审批程序 备注 

财政部于 2017 年颁布了《企业会计准则

第 22 号——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 《企
业会计准则第  23 号——金融资产转

移》、《企业会计准则第 24 号——套期
会 计》及《企业会计准则第 37 号——金

融工具列报》（统称“新金融工具准则”）， 

要求境内上市企业自  2019 年 1 月 1 日
起执行新金融工具准则。 

经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审议通
过 

该会计政策变更对公司财务状况和经营
成果无重大影响。 

财政部于2019年4月30日发布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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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用于

2019年半年度及以后期间的财务报表，对
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进行了修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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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第三届董事会第三十次会议审议通过 
该会计政策变更对公司财务状况和经营

成果无重大影响。 

财政部于2019年5月9日发布关于印发修

订《关于印发修订<企业会计准则第7号-

非货币性资产交换>的通知》（财会〔2019〕

8号），要求自2019年6月10日起在所有执

行企业会计准则的企业范围内施行。 

经第三届董事会第三十次会议审议通过 
该会计政策变更对公司财务状况和经营

成果无重大影响。 

财政部于2019年5月16日发布关于印发修

订《关于印发修订<企业会计准则第12号-

债务重组>的通知》（财会〔2019〕9号），
要求自2019年6月17日起在所有执行企业

会计准则的企业范围内施行。 

经第三届董事会第三十次会议审议通过 
该会计政策变更对公司财务状况和经营

成果无重大影响。 



北京同有飞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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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纳入合并范围的控股公司包括：北京同有赛博安全科技有限公司、同有科技（香港）有限公司、宁波梅山

保税港区同有飞骥股权投资有限公司、北京同有永泰大数据有限公司、北京钧诚企业管理有限公司、鸿秦

（北京）科技有限公司、南京鸿苏电子科技有限公司和武汉飞骥永泰科技有限公司，除北京钧诚企业管理

有限公司和南京鸿苏电子科技有限公司为公司的全资孙公司外，其他均为公司的全资子公司。本期合并范

围新增鸿秦（北京）科技有限公司、南京鸿苏电子科技有限公司及武汉飞骥永泰科技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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